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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雨晾衣架系统，防雨晾衣

架系统包括晾衣组件、防雨组件以及控制系统。

晾衣组件的旋转臂可在第一电机的驱动下张开

至晾晒位置或者收起至初始位置，晾衣组件设有

晒衣杆用来晾晒衣物；控制系统可控制防雨组件

的第二电机启动以控制防雨布放下、卷起；主控

制单元通过接收雨量传感器发送的信号来控制

防雨布。防雨布为透明材料防水材料制成，平时

卷在防雨布卷轴上，并被收置在旋转臂内部。当

雨量传感器检测到下雨，则第二电机驱动防雨布

卷轴转动，放下透明防雨布。为了防雨布能稳定

地罩套在被晒衣物上，在防雨布底端系有坠棒。

若雨量较大，第一电机也会驱动旋转臂向阳台一

侧转动，以防止雨水被风抛洒到防雨布里面的衣

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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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雨晾衣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晾衣组件（1）、防雨组件（2）以及控制系统

（3）；

晾衣组件（1）包括第一支架（11-1）、第二支架（11-2）、旋转臂（12）、第一蜗杆（13）、第一

电机（14）、晒衣杆（15）；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11-2）通过紧固件安装在墙体（4）或阳

台栏杆上，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11-2）上下分布、且均设有圆柱销，第一支架（11-1）

和第二支架（11-2）的圆柱销同轴线设置；旋转臂（12）总体呈L形，顺时针旋转90°设置，旋转

臂（12）在铅垂方向通过同轴线设置的2个圆柱套套装在相应的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

（11-2）的圆柱销上，从而旋转臂（12）可以以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11-2）的圆柱销所

在的轴线为旋转中心旋转；旋转臂（12）与第二支架（11-2）相连接的圆柱套为第二圆柱套

（12-5），第二圆柱套（12-5）的外周设有蜗轮扇齿；旋转臂（12）的水平方向侧是横截面呈开

口向下的长方体框形的主臂体（12-1）；第一电机（14）固定设置在第二支架（11-2）上，第一

蜗杆（13）设置在第一电机（14）与第二圆柱套（12-5）之间，且第一蜗杆（13）与第一电机（14）

的动力输出轴动力连接；晒衣杆（15）为可拆卸件，其安装位置为主臂体（12-1）的正下方；

防雨组件（2）包括外壳（20-1）、2块防雨布（21）、2个防雨布卷轴（22）、第一齿轮（23）、第

二齿轮（24）、蜗轮（25）、第二蜗杆（26）、第二电机（27）和2个坠棒（28）；防雨布（21）采用透明

防水材料制成；坠棒（28）为重质金属棒；2个防雨布（21）分别由其一端固定连接在相应的防

雨布卷轴（22）上、由其另一端与相应的坠棒（28）固定连接；外壳（20-1）设置在晾衣组件（1）

的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外端，从而外壳（20-1）的内腔与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

1）内腔贯通；第一齿轮（23）、第二齿轮（24）、蜗轮（25）、第二蜗杆（26）、第二电机（27）均设置

在外壳（20-1）的内腔内，第二蜗杆（26）与第二电机（27）的动力输出轴动力连接，第二蜗杆

（26）与蜗轮（25）扇齿啮合，第一齿轮（23）和蜗轮（25）套在一个防雨布卷轴（22）上并通过螺

栓固定连接使得第一齿轮（23）、蜗轮（25）、所述防雨布卷轴（22）会同时旋转，第二齿轮（24）

套在另一个防雨布卷轴（22）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使得第二齿轮（24）、所述防雨布卷轴

（22）会同时旋转，且第一齿轮（23）与第二齿轮（24）啮合，从而第二电机（27）可带动第二蜗

杆（26）、蜗轮（25）、第一齿轮（23）、第二齿轮（24）、2个防雨布卷轴（22）同时旋转；2个防雨布

卷轴（22）与相应的防雨布（21）、坠棒（28）分别设置在外壳（20-1）及旋转臂（12）的内腔内，

防雨布卷轴（22）的头尾两端分别通过U形挂钩作为连接件与外壳（20-1）和旋转臂（12）的主

臂体（12-1）内腔上端面连接，防雨布卷轴（22）可在U形挂钩上旋转；

控制系统（3）包括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雨量传感器（33）、

第二雨量传感器（34）和主控制单元；第一角度传感器（31）设置在晾衣组件（1）的旋转臂

（12）的第二圆柱套（12-5）旁，用于监测第二圆柱套（12-5）的旋转角度变化；第二角度传感

器（32）设置在防雨组件的外壳（20-1）内、第二齿轮（24）旁，用于监测第二齿轮（24）的旋转

角度变化；第一雨量传感器（33）设置在防雨组件（2）的外壳（20-1）的上表面上，第二雨量传

感器（34）设置在晒衣杆（15）的外端与旋转臂（12）的连接部位上；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

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传感器（34）均与主控制单元电连接，主

控制单元接收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

传感器（34）的信号，主控制单元与第一电机（14）、第二电机（27）电连接且向第一电机（14）、

第二电机（27）发送驱动信号；

防雨组件（2）还包括2个隔板（20-2）和2个防尘胶条（29）；防雨布卷轴（22）的轴向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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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晒衣杆（15）的轴向长度长5至15厘米；外壳（20-1）呈开口向下的长方体壳形，且外壳（20-

1）的左端面开口；隔板（20-2）的横截面呈S形，隔板（20-2）的轴向长度与防雨布卷轴（22）的

轴向长度对应；隔板（20-2）的下端轴向两端分别与2个晒衣杆连接板（12-4）固定连接，隔板

（20-2）的上端轴向两端分别与外壳（20-1）及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内腔前后侧面

上部固定连接；第二电机（27）固定设置在外壳（20-1）的侧壁上；2个防雨布卷轴（22）与相应

的防雨布（21）、坠棒（28）分别设置在外壳（20-1）的内腔及相应的隔板（20-2）与旋转臂（12）

的主臂体（12-1）的侧面形成的空间内；2个防尘胶条（29）分别设置在旋转臂（12）的主臂体

（12-1）的前后两个侧面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雨晾衣架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几个步

骤：

①防雨晾衣架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晾衣组件（1）的旋转臂（12）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

杆上与之平行，当需要晾晒的衣物在晒衣杆（15）上挂置好后，使用者按下控制系统（3）的晾

晒开关，晾晒开关为系统开关，所述防雨晾衣架系统工作，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14）启

动正转，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开始旋转张

开，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张开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

臂（12）旋转至预定角度到达晾晒位置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

②防雨晾衣架系统进入待机状态1，主控制单元开始接收第一雨量传感器（33）和第二

雨量传感器（34）的信号，并据此判断是否下雨；

③下雨时，第一雨量传感器（33）或第二雨量传感器（34）向主控制单元发送下雨信号，

主控制单元据此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正转以控制防雨布（21）放下、卷起的时机和位置，

根据防雨布（21）的长度，防雨布（21）放下的长度是在主控制单元内设定好的，实际放下的

长度由第二角度传感器（32）反馈得到，在放下防雨布（21）时，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

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放下长度，当实际放下长度达到设定长度，则第二电机（27）停止

工作，防雨布（21）放下时，坠棒（28）的重力能使得防雨布（21）能自然落下，并紧紧包覆在晾

晒衣物上，有效防止风雨吹洒到晾晒衣物上；蜗轮（25）与第二蜗杆（26）的啮合具有反向锁

止作用，即防雨布（21）及坠棒（28）的重力不会使得防雨布卷轴（22）在第二电机（27）未驱动

时自行转动；

主控制单元只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发送的监测信号且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

器（34）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④；主控制单元同时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和第二雨量

传感器（34）发送的监测信号或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器（34）发送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

⑤；

④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21）放下时的待机状态2，旋转臂（12）保持在张开位置，防雨布

（21）包裹着晾晒衣物防止雨水溅湿衣物同时继续在弱光条件下晾晒；

⑤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21）放下时的待机状态3，主控制单元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器

（34）的监测信号后立即驱动第一电机（14）反向转动，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

晒位置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

判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

制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

⑥系统处于待机状态2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收不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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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如果依旧没有接收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单元驱动第

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

（21），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

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

毕，之后系统再次进入待机状态1；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

收不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和第二雨量传感器（34）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后，

如果依旧没有接收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单元先驱动第一电机（14）正转，第一电机（14）则

驱动旋转臂（12）从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复位至晾晒位置，然后主控制单元再

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

防雨布（21），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毕之后系统再次进入待机状态1；

⑦使用者再次按下控制系统（3）的晾晒开关操作整个系统关机时，如果系统处于待机

状态1，则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14）反向转动，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晒

位置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

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

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旋转臂（12）返回至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的初始位置，整个系

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2，则主控制单元先驱动第一电

机（14）反向转动，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晒位置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

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

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然后主控

制单元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

卷收起防雨布（21），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

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

（21）完全卷收完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主

控制单元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

而卷收起防雨布（21），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

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时，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

布（21）完全卷收完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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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雨晾衣架系统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510033952.8，发明创造名称为《防雨晾衣架系统及其工作

方法》，申请日为：2015年1月22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活用品，特别涉及一种晾衣架。

背景技术

[0003] 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越发深入，公寓式住宅已成为我国城镇住宅的主流，而

公寓式住宅的空间较为紧凑，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晾衣服就成为了公寓式住宅的难

题。现有的晾衣架普遍采用内置式的设计，晾衣架设置在阳台吊顶处，由于阳台的局限性存

在阳光利用率低的缺点，造成晾衣的效率较低，而且晾衣架占用的阳台空间多，降低了阳台

的空间利用率且影响阳台的空间功能使用，影响居住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晾衣的效率较高、使用方便且不占用的阳台

空间的防雨晾衣架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防雨晾衣架系统，包括晾衣组件、防雨组

件以及控制系统。

[0006] 晾衣组件包括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旋转臂、第一蜗杆、第一电机、晒衣杆。第一支

架和第二支架通过紧固件安装在墙体或阳台栏杆上，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下分布、且均

设有圆柱销，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的圆柱销同轴线设置。旋转臂总体呈L形，顺时针旋转90°

设置，旋转臂的铅垂方向侧通过同轴线设置的2个圆柱套套在相应的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

的圆柱销上从而旋转臂架设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且旋转臂可以以第一支架和第二支

架的的圆柱销所在的轴线为旋转中心旋转。旋转臂与第二支架相连接的圆柱套为第二圆柱

套，第二圆柱套的外周设有蜗轮扇齿。旋转臂的水平方向侧是横截面呈开口向下的长方体

框形的主臂体。第一电机固定设置在第二支架上，第一蜗杆设置在第一电机与第二圆柱套

之间，且第一蜗杆与第一电机的动力输出轴动力连接。晒衣杆可拆卸地安装在旋转臂上，且

位于旋转臂的主臂体的正下方。

[0007] 防雨组件包括外壳、2块防雨布、2个防雨布卷轴、第一齿轮、第二齿轮、蜗轮、第二

蜗杆、第二电机和2个坠棒。防雨布采用透明防水材料制成。坠棒为重质金属棒。2个防雨布

分别由其一端固定连接在相应的防雨布卷轴上、由其另一端与相应的坠棒固定连接。外壳

设置在晾衣组件的旋转臂的主臂体的外端，从而外壳的内腔与旋转臂的主臂体内腔贯通。

第一齿轮、第二齿轮、蜗轮、第二蜗杆、第二电机均设置在外壳的内腔内，第二蜗杆与第二电

机的动力输出轴动力连接，第二蜗杆与蜗轮扇齿啮合，第一齿轮和蜗轮套在一个防雨布卷

轴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使得第一齿轮、蜗轮、所述防雨布卷轴会同时旋转，第二齿轮套在

另一个防雨布卷轴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使得第二齿轮、所述防雨布卷轴会同时旋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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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从而第二电机可带动第二蜗杆、蜗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2个

防雨布卷轴同时旋转。2个防雨布卷轴与相应的防雨布、坠棒分别设置在外壳及旋转臂的内

腔内，防雨布卷轴的头尾两端分别通过U形挂钩作为连接件与外壳和旋转臂的主臂体内腔

上端面连接，防雨布卷轴可在U形挂钩上旋转。

[0008] 控制系统包括第一角度传感器、第二角度传感器、第一雨量传感器、第二雨量传感

器和主控制单元。第一角度传感器设置在晾衣组件的旋转臂的第二圆柱套旁，用于监测第

二圆柱套的旋转角度变化。第二角度传感器设置在防雨组件的外壳内、第二齿轮旁，用于监

测第二齿轮的旋转角度变化。第一雨量传感器设置在防雨组件的外壳的上表面上，第二雨

量传感器设置在晒衣杆的外端与旋转臂的连接部位上。第一角度传感器、第二角度传感器、

第一雨量传感器、第二雨量传感器均与主控制单元电连接，主控制单元接收第一角度传感

器、第二角度传感器、第一雨量传感器、第二雨量传感器的信号，主控制单元与第一电机、第

二电机电连接且向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发送驱动信号。

[0009] 晾衣组件的第一支架包括呈左转90°设置的T形的第一主体和铅垂设置在第一主

体上的第一圆柱销，第一主体由沿前后向、上下向延伸的连接板和连接在连接板一侧沿左

右向、前后向延伸的基板组成，第一圆柱销设置在第一主体的基板的上端中央。第二支架包

括呈左转90°设置的T形的第二主体和铅垂设置在第二主体上的第二圆柱销，且第二主体的

基板位于第二圆柱销和连接板之间的部位上设有开口向上的盲孔。

[0010] 旋转臂还包括横垂直连接在主臂体一端下方的主支撑体、连接在主臂体和主支撑

体之间的斜支撑体、设置在主臂体下方的具有轴向间隔且相对设置的2块晒衣杆连接板，主

臂体的外右端开口，第二圆柱套设置在主臂体在位于主支撑体侧的端部，第二圆柱套与第

二圆柱销对应。主支撑体与斜支撑体连接处的端部设有上下贯通的与第一圆柱销对应的第

一圆柱套。旋转臂由其第一圆柱套套在第一支架的第一圆柱销上、由其第二圆柱套套在第

二支架的第二圆柱销上。

[0011] 第一电机固定设置在第二支架的连接板上、且位于第二圆柱套的上方。

[0012] 晾衣组件还包括2个晒衣杆连接杆。晒衣杆连接杆总体呈棍状，晒衣杆连接杆的外

侧杆段的横截面呈圆形、内侧杆段的横截面呈腰圆形，2个晒衣杆连接杆分别采用可拆卸或

固定连接的方式设置在相应的晒衣杆连接板的中央部位上，且2个晒衣杆连接杆共轴线相

对设置。晒衣杆包括棍状的主杆部及分别垂直对称连接在主杆部的两端的连接板，主杆部

的长度与旋转臂的2个晒衣杆连接板之间的距离对应。连接板上设有左右贯通的上半部为

腰圆形、下半部为圆形的连接孔，连接孔的腰圆形孔部的大小与晒衣杆连接杆对应，晒衣杆

由其连接板的连接孔套在相应的晒衣杆连接杆上并由晒衣杆连接杆的内侧杆段插入连接

孔的腰圆形孔部后将晒衣杆左右限位并可拆卸地安装在旋转臂上。

[0013] 晒衣杆上设有用于晾晒衣物的限位固定装置。

[0014] 防雨组件还包括2个隔板20-2和2个防尘胶条。防雨布卷轴的轴向长度比晒衣杆的

轴向长度长5至15厘米。外壳呈开口向下的长方体壳形，且外壳的左端面开口。隔板20-2的

横截面呈S形，隔板20-2的轴向长度与防雨布卷轴的轴向长度对应。隔板20-2的下端轴向两

端分别与2个晒衣杆连接板固定连接，隔板20-2的上端轴向两端分别与外壳及旋转臂的主

臂体的内腔前后侧面上部固定连接。第二电机固定设置在外壳的侧壁上。2个防雨布卷轴与

相应的防雨布、坠棒分别设置在外壳的内腔及相应的隔板20-2与旋转臂的主臂体的侧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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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空间内。2个防尘胶条分别设置在旋转臂的主臂体的前后两个侧面上。

[0015] 第一蜗杆与第二圆柱套的啮合具有反向自锁效应。蜗轮与第二蜗杆的啮合具有反

向自锁效应。

[0016] 第二雨量传感器设置在晾衣组件的位于防雨组件的外壳侧的晒衣杆连接板的外

侧未被外壳遮盖的部位上。主控制单元是个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还设有晾晒开关、旋转

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主控制单元还与晾晒开关、旋转

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电连接且接收晾晒开关、旋转臂

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的控制信号。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防雨晾衣架系统的工作方法，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0018] ①防雨晾衣架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晾衣组件的旋转臂靠在墙体或阳台栏杆上与

之平行，当需要晾晒的衣物在晒衣杆上挂置好后，使用者按下控制系统的晾晒开关，晾晒开

关为系统开关，所述防雨晾衣架系统工作，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启动，第一电机则驱动

旋转臂从靠在墙体或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开始旋转张开，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可

以判断实际张开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旋转至预定角度到达晾晒位置后，主控制

单元控制第一电机停止工作。

[0019] ②防雨晾衣架系统进入待机状态1，主控制单元开始接收第一雨量传感器和第二

雨量传感器的信号，并据此判断是否下雨。

[0020] ③下雨时，第一雨量传感器或第二雨量传感器向主控制单元发送下雨信号，主控

制单元据此驱动第二电机启动以控制防雨布放下、卷起的时机和位置，根据防雨布的长度，

防雨布放下的长度是在主控制单元内设定好的，实际放下的长度由第二角度传感器反馈得

到，在放下防雨布时，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的信号监测实际放下长度，当实际放

下长度达到设定长度，则第二电机停止工作，防雨布放下时，坠棒的重力能使得防雨布能自

然落下，并紧紧包覆在晾晒衣物上，有效防止风雨吹洒到晾晒衣物上。蜗轮与第二蜗杆的啮

合具有反向锁止作用，即防雨布及坠棒的重力不会使得防雨布卷轴在第二电机未驱动时自

行转动。

[0021] 主控制单元只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发送的监测信号且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

器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④。主控制单元同时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和第二雨量传感器发

送的监测信号或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器发送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⑤。

[0022] ④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放下时的待机状态2，旋转臂保持在张开位置，防雨布包裹

着晾晒衣物防止雨水溅湿衣物同时继续在弱光条件下晾晒。

[0023] ⑤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放下时的待机状态3，主控制单元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器

的监测信号后立即驱动第一电机反向转动，第一电机则驱动旋转臂从晾晒位置开始向墙体

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到

设定角度，旋转臂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停止工作。

[0024] ⑥系统处于待机状态2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收不到第一雨量传感器

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如果依旧没有接收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单元驱动第

二电机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带动防雨布卷轴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主控制单元

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

与放下长度相等，则第二电机停止工作，防雨布完全卷收完毕，之后系统再次进入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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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收不到第一雨量传感器和第二雨

量传感器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后，如果依旧没有接收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

单元先驱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则驱动旋转臂从靠在墙体或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复位至晾晒

位置，然后主控制单元再驱动第二电机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带动防雨布卷轴反向旋转

从而卷收起防雨布，防雨布完全卷收完毕之后系统再次进入待机状态1。

[0025] ⑦使用者再次按下控制系统的晾晒开关操作整个系统关机时，如果系统处于待机

状态1，则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反向转动，第一电机则驱动旋转臂从晾晒位置开始向墙

体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

到设定角度，旋转臂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停止工作，旋转臂返

回至靠在墙体或阳台栏杆上的初始位置，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

统处于待机状态2，则主控制单元先驱动第一电机反向转动，第一电机则驱动旋转臂从晾晒

位置开始向墙体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

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停止

工作，然后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二电机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带动防雨布卷轴反向旋转从

而卷收起防雨布，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

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时，则第二电机停止工作，防雨布完全卷收完

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主控制单元驱动第

二电机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带动防雨布卷轴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主控制单元

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

与放下长度相等，则第二电机停止工作，防雨布完全卷收完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

收起晾晒衣物。

[0026] 整个系统在使用中出现错乱现象时，如旋转臂在旋转过程中未能达到预定位置，

可通过操作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手动驱动第一电机正转或反转从而驱动旋转臂旋

转至晾晒位置或初始位置。如果防雨布未能放下或卷起至预定位置，可通过操作防雨布卷

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驱动第二电机正转或反转从而驱动防雨布卷轴转动使得防雨布放

下或卷起至预定位置。

[0027] 旋转臂张开后，旋转臂静止处于向南方位。

[0028] 本发明具有积极的效果：（1）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采用对开式结构，且安装在

室外，不占用阳台室内空间，有效提高了公寓式住宅的居住舒适性，且非常适用于我国大部

分面南背北的公寓式住宅，阳光利用效率比普通阳台伸缩式晾衣架高。

[0029] （2）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安装在面南背北的公寓式住宅的南面阳台上或窗台

下，旋转臂及晒衣杆方位指向南方，伸出距离长，能最大程度利用阳光。若不晾晒衣物，则旋

转臂可旋转收置于住宅南面阳台下或窗台下，不影响小区整体形象，确保小区住宅整体景

观整齐有序。

[0030] （3）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通过设置控制系统使得具有自动防雨功能，当雨量

传感器检测到下雨，则第二电机驱动防雨布卷轴转动，放下透明防雨布包裹住衣物。为了防

雨布能稳定地罩套在被晒衣物上，在防雨布底端系有坠棒。若雨量较大，第一电机也会驱动

旋转臂向阳台一侧转动，以防止雨水被风抛洒到防雨布里面的衣物上，防雨效果极好。

[0031] （4）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的第一蜗杆与第二圆柱套的啮合具有反向自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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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防止刮风时，风力转动旋转臂，保证晾晒时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本发明的蜗轮与第二蜗

杆的啮合具有反向锁止作用，这样能保证防雨布及坠棒的重力不会使得防雨布卷轴在第二

电机未驱动时自行转动，稳定性较好。

[0032] （5）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使用透明防水材料制成的防雨布使得在雨天环境下

也能利用弱太阳光晾晒衣物。

[0033] （6）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在使用中出现错乱现象，可通过操作旋转臂手动控

制及复位开关和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来复位旋转臂及防雨布卷轴的位置，适应

性较好。

[0034] （7）本发明的防雨晾衣架系统的晾衣杆为可拆式，方便被子、凉席等大型衣物的晾

晒。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37] 图3为图1的A-A面放大剖视图；

[0038] 图4为图1中的晒衣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9] 图5为图4的右视图；

[0040] 图6为图1中的位于右方的晒衣杆连接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1] 图7为图6的B-B面剖视图；

[0042] 图8为图6的俯视图；

[0043] 图9为图2中的防雨布卷轴、第一齿轮、第二齿轮、蜗轮、第二蜗杆、第二电机及第二

角度传感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4] 图10为图2所示的防雨晾衣架系统位于收起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1为控制系统的原理图。

[0046] 上述附图中的标记如下：

[0047] 晾衣组件1，第一支架（11-1），第一主体11-1-1，第一圆柱销11-1-2，第二支架11-

2，第二主体11-2-1，第二圆柱销11-2-2，旋转臂12，主臂体12-1，主支撑体12-2，斜支撑体

12-3，晒衣杆连接板12-4，第二圆柱套12-5，第一圆柱套12-6，第一蜗杆13，第一电机14，晒

衣杆15，主杆部15-1，连接板15-2，连接孔15-2-1，晒衣杆连接杆16，

[0048] 防雨组件2，外壳20-1，隔板20-2，防雨布21，防雨布卷轴22，第一齿轮23，第二齿轮

24，蜗轮25，第二蜗杆26，第二电机27，坠棒28，防尘胶条29，

[0049] 控制系统3，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

传感器34，

[0050] 墙体4。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实施例1）

[0052] 见图1及图2，本实施例的防雨晾衣架系统包括晾衣组件1、防雨组件2以及控制系

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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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仍见图1及图2，晾衣组件1包括第一支架（11-1）、第二支架11-2、旋转臂12、第一蜗

杆13、第一电机14、晒衣杆15和2个晒衣杆连接杆16。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11-2用于

整个防雨晾衣架系统固定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第一支架（11-1）包括呈左转90°设置的T

形的第一主体11-1-1和铅垂设置在第一主体11-1-1上的第一圆柱销11-1-2，第一主体11-

1-1由沿前后向、上下向延伸的连接板和连接在连接板一侧沿左右向、前后向延伸的基板组

成，第一圆柱销11-1-2设置在第一主体11-1-1的基板的上端中央；第二支架11-2包括呈左

转90°设置的T形的第二主体11-2-1和铅垂设置在第二主体11-2-1上的第二圆柱销11-2-2，

且第二主体11-2-1的基板位于第二圆柱销11-2-2和连接板之间的部位上设有开口向上的

盲孔。旋转臂12总体呈L形，顺时针旋转90°设置，包括横截面呈开口向下的长方体框形的主

臂体12-1、垂直连接在主臂体12-1一端下方的主支撑体12-2、连接在主臂体12-1和主支撑

体12-2之间的斜支撑体12-3、设置在主臂体12-1下方的具有轴向间隔且相对设置的2块晒

衣杆连接板12-4，主臂体12-1的外右端开口，主臂体12-1在位于主支撑体12-2侧的端部设

有上下贯通的第二圆柱套12-5，第二圆柱套12-5与第二圆柱销11-2-2对应，且第二圆柱套

12-5的外周设有蜗轮扇齿，主支撑体12-2与斜支撑体12-3连接处的端部设有上下贯通的与

第一圆柱销11-1-2对应的第一圆柱套12-6。旋转臂12由其第一圆柱套12-6套在第一支架

（11-1）的第一圆柱销11-1-2上、由其第二圆柱套12-5套在第二支架11-2的第二圆柱销11-

2-2上，从而旋转臂12架设在第一支架（11-1）和第二支架11-2上、且旋转臂12可以以第一圆

柱销11-1-2和第二圆柱销11-2-2所在的轴线为旋转中心旋转。第一电机14固定设置在第二

支架11-2的连接板上、且位于第二圆柱套12-5的上方。第一蜗杆13设置在第一电机14与第

二圆柱套12-5之间，且第一蜗杆13与第一电机14的动力输出轴动力连接，第一蜗杆13与第

二圆柱套12-5的蜗轮扇齿啮合从而可以传递旋转动力。见图6至图8，晒衣杆连接杆16总体

呈棍状，晒衣杆连接杆16的外侧杆段的横截面呈圆形、内侧杆段的横截面呈腰圆形，2个晒

衣杆连接杆16分别采用可拆卸或固定连接的方式设置在相应的晒衣杆连接板12-4的中央

部位上，且2个晒衣杆连接杆16共轴线相对设置；见图4及图5，晒衣杆15包括棍状的主杆部

15-1及分别垂直对称连接在主杆部15-1的两端的连接板15-2，主杆部15-1的长度与旋转臂

12的2个晒衣杆连接板12-4之间的距离对应；连接板15-2上设有左右贯通的上半部为腰圆

形、下半部为圆形的连接孔15-2-1，连接孔15-2-1的腰圆形孔部的大小与晒衣杆连接杆16

对应，仍见图1，晒衣杆15由其连接板15-2的连接孔15-2-1套在相应的晒衣杆连接杆16上并

由晒衣杆连接杆16的内侧杆段插入连接孔15-2-1的腰圆形孔部后将晒衣杆15左右限位并

可拆卸地安装在旋转臂12上，且晒衣杆15位于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下方。第一蜗杆13

与第二圆柱套12-5的啮合具有反向自锁效应，该自锁效应能有效防止旋转臂12在风力作用

下自行转动。为了防止衣架在晒衣杆15上滑动，在晒衣杆15上可以扣装限位固定装置。

[0054] 见图1、图2、图3及图9，防雨组件2包括外壳20-1、2个隔板20-2、2块防雨布21、2个

防雨布卷轴22、第一齿轮23、第二齿轮24、蜗轮25、第二蜗杆26、第二电机27、2个坠棒28和2

个防尘胶条29。防雨布21采用透明防水材料制成，从而保证在雨天也能利用弱太阳光晾晒

衣物。防雨布卷轴22的轴向长度比晒衣杆15的轴向长度长5至15厘米。防雨布21的左右向长

度与防雨布卷轴22的轴向长度对应。坠棒28为重质金属棒，其轴向长度与防雨布21的左右

向长度对应。2个防雨布21分别由其一端固定连接在相应的防雨布卷轴22上、由其另一端与

相应的坠棒28固定连接。外壳20-1呈开口向下的长方体壳形，且外壳20-1的左端面开口，外

说　明　书 6/9 页

10

CN 108842396 B

10



壳20-1设置在晾衣组件1的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外右端，从而外壳20-1的内腔与旋转

臂12的主臂体12-1内腔贯通。隔板20-2的横截面呈S形，隔板20-2的轴向长度与防雨布卷轴

22的轴向长度对应。隔板20-2的下端轴向两端分别与2个晒衣杆连接板12-4固定连接，隔板

20-2的上端轴向两端分别与外壳20-1及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内腔前后侧面上部固定

连接。第一齿轮23、第二齿轮24、蜗轮25、第二蜗杆26、第二电机27均设置在外壳20-1的内腔

内，第二电机27固定设置在外壳20-1的侧壁上，第二蜗杆26与第二电机27的动力输出轴动

力连接，第二蜗杆26与蜗轮25扇齿啮合，第一齿轮23和蜗轮25套在一个防雨布卷轴22上并

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且第一齿轮23、蜗轮25、所述防雨布卷轴22一同旋转，第二齿轮24套在另

一个防雨布卷轴22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且第二齿轮24、所述防雨布卷轴22一同旋转，且

第一齿轮23与第二齿轮24啮合，从而第二电机27可带动第二蜗杆26、蜗轮25、第一齿轮23、

第二齿轮24、2个防雨布卷轴22同时旋转，2个防雨布卷轴22与相应的防雨布21、坠棒28分别

设置在外壳20-1的内腔及相应的隔板20-2与旋转臂12的主臂体12-1的侧面形成的空间内，

且防雨布卷轴22的头尾两端分别通过U形挂钩作为连接件与外壳20-1和旋转臂12的主臂体

12-1内腔上端面连接，防雨布卷轴22可在U形挂钩上旋转。2个防尘胶条29分别设置在旋转

臂12的主臂体12-1的前后两个侧面上。蜗轮25与第二蜗杆26的啮合具有反向自锁效应，该

自锁效应可以防止防雨布21在坠棒28的重力作用下自行展开。

[0055] 见图1、图2、图3及图9，控制系统3包括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

一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传感器34和主控制单元。第一角度传感器31设置在晾衣组件1的

旋转臂12的第二圆柱套12-5旁，用于监测第二圆柱套12-5的旋转角度变化；第二角度传感

器32设置在防雨组件的外壳20-1内、第二齿轮24旁，用于监测第二齿轮24的旋转角度变化。

第一雨量传感器33设置在防雨组件的外壳20-1的上表面上，第二雨量传感器34设置在晾衣

组件1的位于防雨组件的外壳20-1侧的晒衣杆连接板12-4的外侧未被外壳20-1遮盖的部位

上。主控制单元是个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3还设有晾晒开关、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

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见图11，第一角度传感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

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传感器34均与主控制单元电连接，主控制单元接收第一角度传感

器31、第二角度传感器32、第一雨量传感器33、第二雨量传感器34的信号，主控制单元与第

一电机14、第二电机27电连接且向第一电机14、第二电机27发送驱动信号，主控制单元还与

晾晒开关、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电连接且接收晾

晒开关、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的控制信号。

[0056] 本实施例的防雨晾衣架系统未使用时，见图10，晾衣组件1的旋转臂12靠在墙体4

或阳台栏杆上与之平行，将衣物等挂在在晾衣组件1的晒衣杆15上后，打开主控制单元的晾

晒开关，主控制单元向第一电机14发送信号，第一电机14启动并带动旋转臂12转动，在第一

角度传感器31的监测下，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带动旋转臂12转动至如图1所示的相

应位置，开始晾晒衣物。当开始下雨时，所述主控制单元接收第一雨量传感器33或第二雨量

传感器34的信号，并据此驱动第一电机14和第二电机27，从而控制旋转臂12的张开角度，控

制防雨布21放下、卷起的时机和位置，此外所述主控制单元的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

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以便控制系统3错位时，手动调节旋转臂12、防雨布卷轴

22的初始位置。为了确保晾衣架系统使用时能最大限度接收阳光，不用时收回能确保小区

住宅整体景观整齐有序；控制系统3控制防雨布21的放下和卷起，确保不下雨时防雨布21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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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在旋转臂12内，防止沾染灰尘，而使用中下雨了，则需要放下防雨布21，防止雨水溅湿衣

物。

[0057] （实施例2）

[0058] 如实施例1所述的防雨晾衣架系统的工作方法，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0059] ①防雨晾衣架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晾衣组件1的旋转臂12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

上与之平行，当需要晾晒的衣物在晒衣杆15上挂置好后，使用者按下控制系统3的晾晒开

关，晾晒开关为系统开关，所述防雨晾衣架系统工作，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14启动，第

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开始旋转张开，根据第一角度

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张开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角度

到达晾晒位置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

[0060] 旋转臂12张开后，旋转臂12应静止处于向南方位，以便阳光尽可能多地照射到衣

物上，同时第一蜗杆13与第二圆柱套12-5的啮合具有反向自锁效应，防止刮风时，风力转动

旋转臂12。

[0061] ②防雨晾衣架系统进入待机状态1，主控制单元开始接收第一雨量传感器33和第

二雨量传感器34的信号，并据此判断是否下雨。

[0062] ③下雨时，第一雨量传感器33或第二雨量传感器34向主控制单元发送下雨信号，

主控制单元据此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以控制防雨布21放下、卷起的时机和位置，根据防雨

布21的长度，防雨布21放下的长度是在主控制单元内设定好的，实际放下的长度由第二角

度传感器32反馈得到，在放下防雨布21时，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

实际放下长度，当实际放下长度达到设定长度，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21放下时，

坠棒28的重力能使得防雨布21能自然落下，并紧紧包覆在晾晒衣物上，有效防止风雨吹洒

到晾晒衣物上。蜗轮25与第二蜗杆26的啮合具有反向锁止作用，即防雨布21及坠棒28的重

力不会使得防雨布卷轴22在第二电机27未驱动时自行转动。

[0063] 透明防水材料制成的防雨布21使得在雨天环境下也能利用弱太阳光晾晒衣物。

[0064] 主控制单元只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发送的监测信号且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

感器34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④；主控制单元同时接收到第一雨量传感器33和第二雨量传

感器34发送的监测信号或只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器34发送的监测信号，进入步骤⑤。

[0065] ④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21放下时的待机状态2，旋转臂12保持在张开位置，防雨布

21包裹着晾晒衣物防止雨水溅湿衣物同时继续在弱光条件下晾晒。

[0066] ⑤整个系统进入防雨布21放下时的待机状态3，主控制单元接收到第二雨量传感

器34的监测信号后立即驱动第一电机14反向转动，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晒位置

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

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

停止工作。

[0067] ⑥系统处于待机状态2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收不到第一雨量传感器

33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如果依旧没有接收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单元驱动

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21，

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

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毕，之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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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进入待机状态1；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时，当下雨停止后，主控制单元在接收不到第一雨

量传感器33和第二雨量传感器34的下雨信号后继续等待20至40分钟后，如果依旧没有接收

到下雨信号，则主控制单元先驱动第一电机14，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靠在墙体4或

阳台栏杆上的位置复位至晾晒位置，然后主控制单元再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

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21，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毕之后系

统再次进入待机状态1。

[0068] ⑦使用者再次按下控制系统3的晾晒开关操作整个系统关机时，如果系统处于待

机状态1，则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一电机14反向转动，第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晒位置

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

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

停止工作，旋转臂12返回至靠在墙体4或阳台栏杆上的初始位置，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

以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2，则主控制单元先驱动第一电机14反向转动，第

一电机14则驱动旋转臂12从晾晒位置开始向墙体4或阳台栏杆处旋转关闭，根据第一角度

传感器31的反馈信号可以判断实际关闭角度是否达到设定角度，旋转臂12旋转至预定关闭

角度后，主控制单元控制第一电机14停止工作，然后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

旋转，第二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21，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

角度传感器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

长度相等时，则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

收起晾晒衣物；如果系统处于待机状态3，主控制单元驱动第二电机27启动反向旋转，第二

电机27带动防雨布卷轴22反向旋转从而卷收起防雨布21，主控制单元根据第二角度传感器

32的信号监测实际收起长度，当实际收起长度达到设定长度、收起长度与放下长度相等，则

第二电机27停止工作，防雨布21完全卷收完毕，整个系统关闭，使用者可以收起晾晒衣物。

[0069] 如果整个系统在使用中出现错乱现象，旋转臂12在旋转过程中未能达到预定位

置，可通过操作旋转臂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手动驱动第一电机14正转或反转从而驱动旋转

臂12旋转至晾晒位置或初始位置；如果防雨布21未能放下或卷起至预定位置，可通过操作

防雨布卷轴手动控制及复位开关驱动第二电机27正转或反转从而驱动防雨布卷轴22转动

使得防雨布21放下或卷起至预定位置。

[0070]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的

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

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这些属于本发

明的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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