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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

凉亭，本发明涉及安装工程和家庭别墅装饰装修

技术领域，尼龙带轮套件的两侧固定有带轮外保

护铁件，且带轮外保护铁件活动穿设在电机组合

中的电机套件后，固定在挂板前板上；皮带位于

后立柱组合的一端套设在带轮上，且该带轮旋接

在收紧组合内，收紧组合固定在边轨的端部；上

述主动轮以及从动轮均与叶片组合连接；所述的

主动轮与从动轮均活动卡设在边轨上的槽体内。

系统运行流畅，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和防雨效果，

保证产品的耐久性也保证颜色的耐久性，铝叶片

运行任意位置可实现暂停状态，满足用户的使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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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其特征在于：它包含后立柱组合

(1)、前立柱组合(2)、边轨组合(3)、电机组合(4)、罩壳组合(5)、排水槽组合(6)、叶片组合

(8)、铝横梁组合(9)；两个后立柱组合(1)左右对称设置，两个前立柱组合(2)左右对称设

置；

上述后立柱组合(1)由立柱底座(1-1)、铝合金立柱(1-2)、立柱顶板(1-3)构成；铝合金

立柱(1-2)的底部固定有立柱底座(1-1)，铝合金立柱(1-2)的顶部固定有立柱顶板(1-3)；

上述前立柱组合(2)由立柱底板(2-1)、钢立柱(2-2)、挂板前板(2-3)、挂板后板(2-4)、

钢横梁(2-5)、“U”形连接件(2-6)构成；钢立柱(2-2)的底部固定有立柱底板(2-1)，钢立柱

(2-2)的顶部固定有“U”形连接件(2-6)，“U”形连接件(2-6)的顶部固定有钢横梁(2-5)，钢

横梁(2-5)的一侧固定有挂板后板(2-4)，挂板后板(2-4)的前侧固定有挂板前板(2-3)；

上述边轨组合(3)由边轨(3-1)、边轨胶条(3-2)、皮带(3-3)、主动轮(3-4)、从动轮(3-

5)、尼龙带轮套件(3-6)、带轮外保护铁件(3-7)、收紧组合(3-8)构成；边轨(3-1)的一侧卡

设有边轨胶条(3-2)，皮带(3-3)穿设在边轨(3-1)内，且皮带(3-3)位于前立柱组合(2)的一

端套设在尼龙带轮套件(3-6)上，左右两个尼龙带轮套件(3-6)分别套设在电机组合(4)中

的八角管(4-2)的两端，上述主动轮(3-4)固定在皮带(3-3)的上侧带面上，且主动轮(3-4)

与相邻的从动轮(3-5)之间、相邻的两个从动轮(3-5)之间均利用叶片组合(8)传动连接；尼

龙带轮套件(3-6)的两侧固定有带轮外保护铁件(3-7)，且带轮外保护铁件(3-7)活动穿设

在电机组合(4)中的电机套件(4-1)后，固定在挂板前板(2-3)上；皮带(3-3)位于后立柱组

合(1)的一端套设在带轮上，且该带轮旋接在收紧组合(3-8)内，收紧组合(3-8)固定在边轨

(3-1)的端部；上述主动轮(3-4)以及从动轮(3-5)均与叶片组合(8)连接；所述的主动轮(3-

4)与从动轮(3-5)均活动卡设在边轨(3-1)上的槽体内；

上述电机组合(4)还包含固定铁板(4-3)；电机套件(4-1)设置在八角管(4-2)内部一

端，且位于该端设有固定铁板(4-3)，电机套件(4-1)固定与该固定铁板(4-3)上，固定铁板

(4-3)固定在该端的挂板前板(2-3)上；

上述罩壳组合(5)由下封板(5-1)和上封板(5-2)构成，下封板(5-1)固定在左右两侧的

挂板前板(2-3)上，上封板(5-2)罩设在电机组合(4)的上方，且其垂直边固定在钢横梁(2-

5)的侧壁上；

上述排水槽组合(6)由排水槽下部(6-1)、排水槽上部(6-2)、排水槽胶条(6-3)、排水槽

端部封板(6-4)构成；排水槽下部(6-1)固定在左右两个立柱顶板(1-3)上，左右两个边轨

(3-1)后端均架设在排水槽下部(6-1)上，且边轨(3-1)、排水槽下部(6-1)的两端以及铝合

金立柱(1-2)相互贯通设置，排水槽上部(6-2)固定在排水槽下部(6-1)的上部，两者所构成

的整体的端部均固定有排水槽端部封板(6-4)，排水槽下部(6-1)以及排水槽上部(6-2)的

内侧面均固定有排水槽胶条(6-3)；

上述叶片组合(8)由铝叶片(8-1)、叶片封堵一(8-2)、叶片封堵二(8-3)、叶片封堵三

(8-4)、不锈钢转轴(8-5)、弹簧(8-6)、弹簧外部塑料件(8-7)、牵引连接件(8-8)、叶片胶条

(8-9)构成；铝叶片(8-1)的左右两端均罩设固定有叶片封堵一(8-2)，叶片封堵二(8-3)、牵

引连接件(8-8)以及叶片封堵三(8-4)均插设在铝叶片(8-1)的两端内，其中叶片封堵二(8-

3)与叶片封堵三(8-4)相固定，牵引连接件(8-8)设置于叶片封堵二(8-3)与叶片封堵三(8-

4)之间，牵引连接件(8-8)的中部两侧均设有弹簧外部塑料件(8-7)，且两侧的弹簧外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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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件(8-7)分别卡设在叶片封堵二(8-3)以及叶片封堵三(8-4)内，弹簧外部塑料件(8-7)内

设有弹簧(8-6)，弹簧(8-6)套设在不锈钢转轴(8-5)上，且其中一端与不锈钢转轴(8-5)连

接，另一端与弹簧外部塑料件(8-7)连接，不锈钢转轴(8-5)活动穿设在牵引连接件(8-8)

中，且其两端分别穿过叶片封堵二(8-3)和叶片封堵三(8-4)后，与铝叶片(8-1)连接，主动

轮(3-4)以及从动轮(3-5)均与各自上方对应的叶片封堵二(8-3)的下端铰接，相邻的叶片

封堵二(8-3)之间利用相邻的牵引连接件(8-8)传动连接；铝叶片(8-1)的边缘内嵌设有叶

片胶条(8-9)；

上述铝横梁组合(9)由铝横梁(9-1)、“C”形固定件(9-2)、铝横梁上部胶条(9-3)、铝横

梁下部胶条(9-4)构成；两个铝横梁(9-1)前后设置，铝横梁(9-1)的左右两端均固定有“C”

形固定件(9-2)，“C”形固定件(9-2)固定在边轨(3-1)内壁上，铝横梁(9-1)的上部固定有铝

横梁上部胶条(9-3)，铝横梁(9-1)的下部固定有铝横梁下部胶条(9-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边轨(3-1)的内壁上固定有灯条组合(7)，上述灯条组合(7)由灯条铝材(7-1)、灯

条(7-2)、塑料盖板(7-3)构成；灯条铝材(7-1)固定在边轨(3-1)的内侧壁上，灯条(7-2)固

定在灯条铝材(7-1)的内侧壁上，塑料盖板(7-3)罩设在灯条(7-2)的外部，且固定于灯条铝

材(7-1)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其特征在

于：它的工作原理：启动电机套件(4-1)，带动八角管(4-2)旋转，从而带动位于八角管(4-2)

两端的尼龙带轮套件(3-6)旋转，进而带动皮带(3-3)发生前后移动，固定在皮带(3-3)上带

面上的主动轮(3-4)被带动前后移动，主动轮(3-4)带动与之相互铰接的叶片封堵二(8-3)

旋转，从而利用弹簧(8-6)带动与该叶片封堵二(8-3)相铰接的牵引连接件(8-8)旋转，牵引

连接件(8-8)在旋转的同时带动利用弹簧(8-6)带动不锈钢转轴(8-5)旋转，从而驱动铝叶

片(8-1)翻转，与此同时，连接在各个从动轮(3-5)上的叶片封堵二(8-3)之间利用牵引连接

件(8-8)的旋接相互传动，从而驱动主动轮(3-4)以及从动轮(3-5)位于边轨(3-1)上来回移

动，实现对铝叶片(8-1)的展开与收缩；

将设置有电机套件(4-1)一端的边轨组合(3)抬高，收紧组合(3-8)一端降低，实现倾斜

坡度，使得雨水打到叶片组合(8)上时，流向两侧的边轨(3-1)，从边轨(3-1)内侧排向收紧

组合(3-8)的方向，进而流入排水槽组合(6)，并通过铝合金立柱(1-2)排出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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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装工程和家庭别墅装饰装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露台、庭

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提高，露台和庭院成为高端别墅等群体的基本配置，其中露

台和庭院承担了采光通风、晾晒衣物、种植花草、露天烧烤、露天影院以及其他日常休闲等

功能。

[0003] 目前，住宅的露台和庭院多为敞开式，其无顶棚无遮挡，也有大部分居民进行二次

装修时改为全封闭的玻璃阳光房的形式或者折叠式面料天幕；常规的无顶棚无遮挡形式，

大大降低了露台和庭院的利用率，在强烈的日晒、刮风下雨的条件下，无法为用户提供合适

的舒适的使用环境。而另外一种玻璃阳光房形式的处理，也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全国

范围内，玻璃封顶被列为违法违规行为，即为违建；二是全玻璃阳光房将造成严重的温室效

应，导致室内即使在开空调的情况下也不能很好的降低室内温度，反而增加了能源的消耗

与浪费。相对于阳光房，折叠式面料天幕能很好的解决温度和能耗的问题，并且在不需要的

时候，还可以将面料收至一端，蓝天白云一览无遗。但是因为材质的原因，在长期的户外的

日晒雨淋的环境下，面料极易老化，使用寿命极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浪费了财力物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的用于露台、

庭院的皮带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系统运行流畅，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和防雨效果，保证产品

的耐久性也保证颜色的耐久性，铝叶片运行任意位置可实现暂停状态，满足用户的使用要

求。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它包含后立柱组合、前立柱组合、

边轨组合、电机组合、罩壳组合、排水槽组合、叶片组合、铝横梁组合；两个后立柱组合左右

对称设置，两个前立柱组合左右对称设置；

[0006] 上述后立柱组合由立柱底座、铝合金立柱、立柱顶板构成；铝合金立柱的底部固定

有立柱底座，铝合金立柱的顶部固定有立柱顶板；

[0007] 上述前立柱组合由立柱底板、钢立柱、挂板前板、挂板后板、钢横梁、“U”形连接件

构成；钢立柱的底部固定有立柱底板，钢立柱的顶部固定有“U”形连接件，“U”形连接件的顶

部固定有钢横梁，钢横梁的一侧固定有挂板后板，挂板后板的前侧固定有挂板前板；

[0008] 上述边轨组合由边轨、边轨胶条、皮带、主动轮、从动轮、尼龙带轮套件、带轮外保

护铁件、收紧组合构成；边轨的一侧卡设有边轨胶条，皮带穿设在边轨内，且皮带位于前立

柱组合的一端套设在尼龙带轮套件上，左右两个尼龙带轮套件分别套设在电机组合中的八

角管的两端，上述主动轮固定在皮带的上侧带面上，且主动轮与相邻的从动轮之间、相邻的

两个从动轮之间均利用叶片组合传动连接；尼龙带轮套件的两侧固定有带轮外保护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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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带轮外保护铁件活动穿设在电机组合中的电机套件后，固定在挂板前板上；皮带位于后

立柱组合的一端套设在带轮上，且该带轮旋接在收紧组合内，收紧组合固定在边轨的端部；

上述主动轮以及从动轮均与叶片组合连接；所述的主动轮与从动轮均活动卡设在边轨上的

槽体内；

[0009] 上述电机组合还包含固定铁板；电机套件设置在八角管内部一端，且位于该端设

有固定铁板，电机套件固定与该固定铁板上，固定铁板固定在该端的挂板前板上；

[0010] 上述罩壳组合由下封板和上封板构成，下封板固定在左右两侧的挂板前板上，上

封板罩设在电机组合的上方，且其垂直边固定在钢横梁的侧壁上；

[0011] 上述排水槽组合由排水槽下部、排水槽上部、排水槽胶条、排水槽端部封板构成；

排水槽下部固定在左右两个立柱顶板上，左右两个边轨后端均架设在排水槽下部上，且边

轨、排水槽下部的两端以及铝合金立柱相互贯通设置，排水槽上部固定在排水槽下部的上

部，两者所构成的整体的端部均固定有排水槽端部封板，排水槽下部以及排水槽上部的内

侧面均固定有排水槽胶条；

[0012] 上述叶片组合由铝叶片、叶片封堵一、叶片封堵二、叶片封堵三、不锈钢转轴、弹

簧、弹簧外部塑料件、牵引连接件、叶片胶条构成；铝叶片的左右两端均罩设固定有叶片封

堵一，叶片封堵二、牵引连接件以及叶片封堵三均插设在铝叶片的两端内，其中叶片封堵二

与叶片封堵三相固定，牵引连接件设置于叶片封堵二与叶片封堵三之间，牵引连接件的中

部两侧均设有弹簧外部塑料件，且两侧的弹簧外部塑料件分别卡设在叶片封堵二以及叶片

封堵三内，弹簧外部塑料件内设有弹簧，弹簧套设在不锈钢转轴上，且其中一端与不锈钢转

轴连接，另一端与弹簧外部塑料件连接，不锈钢转轴活动穿设在牵引连接件中，且其两端分

别穿过叶片封堵二和叶片封堵三后，与铝叶片连接，主动轮以及从动轮均与各自上方对应

的叶片封堵二的下端铰接，相邻的叶片封堵二之间利用相邻的牵引连接件传动连接；铝叶

片的边缘内嵌设有叶片胶条；

[0013] 上述铝横梁组合由铝横梁、“C”形固定件、铝横梁上部胶条、铝横梁下部胶条构成；

两个铝横梁前后设置，铝横梁的左右两端均固定有“C”形固定件，“C”形固定件固定在边轨

内壁上，铝横梁的上部固定有铝横梁上部胶条，铝横梁的下部固定有铝横梁下部胶条。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边轨的内壁上固定有灯条组合，上述灯条组合由灯条铝材、灯

条、塑料盖板构成；灯条铝材固定在边轨的内侧壁上，灯条固定在灯条铝材的内侧壁上，塑

料盖板罩设在灯条的外部，且固定于灯条铝材上。

[001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启动电机套件，带动八角管旋转，从而带动位于八角管两端的

尼龙带轮套件旋转，进而带动皮带发生前后移动，固定在皮带上带面上的主动轮被带动前

后移动，主动轮带动与之相互铰接的叶片封堵二旋转，从而利用弹簧带动与该叶片封堵二

相铰接的牵引连接件旋转，牵引连接件在旋转的同时带动利用弹簧带动不锈钢转轴旋转，

从而驱动铝叶片翻转，与此同时，连接在各个从动轮上的叶片封堵二之间利用牵引连接件

的旋接相互传动，从而驱动主动轮以及从动轮位于边轨上来回移动，实现对铝叶片的展开

与收缩；

[0016] 将设置有电机套件一端的边轨组合抬高，收紧组合一端降低，实现倾斜坡度，使得

雨水打到叶片组合上时，流向两侧的边轨，从边轨内侧排向收紧组合的方向，进而流入排水

槽组合，并通过铝合金立柱排出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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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露台、庭院的皮带

传动的伸缩生态凉亭，系统运行流畅，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和防雨效果，保证产品的耐久性也

保证颜色的耐久性，铝叶片运行任意位置可实现暂停状态，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中边轨组合、电机组合以及铝横梁组合的连接关系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铝叶片回收状态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手机组合与皮带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中罩壳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中边轨组合与后立柱组合的连接关系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中叶片组合分解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中铝叶片展开状态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中铝横梁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发明中后立柱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1是本发明中前立柱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2是本发明中灯条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3是本发明中排水槽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4是本发明中尼龙带轮套件、带轮外保护铁件以及固定铁板的连接分解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立柱组合1、立柱底座1-1、铝合金立柱1-2、立柱顶板1-3、前立柱组合2、立柱底板

2-1、钢立柱2-2、挂板前板2-3、挂板后板2-4、钢横梁2-5、“U”形连接件2-6、边轨组合3、边轨

3-1、边轨胶条3-2、皮带3-3、主动轮3-4、从动轮3-5、尼龙带轮套件3-6、带轮外保护铁件3-

7、收紧组合3-8、电机组合4、电机套件4-1、八角管4-2、固定铁板4-3、罩壳组合5、下封板5-

1、上封板5-2、排水槽组合6、排水槽下部6-1、排水槽上部6-2、排水槽胶条6-3、排水槽端部

封板6-4、灯条组合7、灯条铝材7-1、灯条7-2、塑料盖板7-3、叶片组合8、铝叶片8-1、叶片封

堵一8-2、叶片封堵二8-3、叶片封堵三8-4、不锈钢转轴8-5、弹簧8-6、弹簧外部塑料件8-7、

牵引连接件8-8、叶片胶条8-9、铝横梁组合9、铝横梁9-1、“C”形固定件9-2、铝横梁上部胶条

9-3、铝横梁下部胶条9-4。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如图1-图14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它包含后立柱组合1、前立

柱组合2、边轨组合3、电机组合4、罩壳组合5、排水槽组合6、灯条组合7、叶片组合8、铝横梁

组合9；两个后立柱组合1左右对称设置，两个前立柱组合2左右对称设置；

[0036] 上述后立柱组合1由立柱底座1-1、铝合金立柱1-2、立柱顶板1-3构成；铝合金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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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底部固定有立柱底座1-1，铝合金立柱1-2的顶部固定有立柱顶板1-3；

[0037] 上述前立柱组合2由立柱底板2-1、钢立柱2-2、挂板前板2-3、挂板后板2-4、钢横梁

2-5、“U”形连接件2-6构成；钢立柱2-2的底部固定有立柱底板2-1，钢立柱2-2的顶部固定有

“U”形连接件2-6，“U”形连接件2-6的顶部固定有钢横梁2-5，钢横梁2-5的一侧固定有挂板

后板2-4，挂板后板2-4的前侧固定有挂板前板2-3；

[0038] 上述边轨组合3由边轨3-1、边轨胶条3-2、皮带3-3、主动轮3-4、从动轮3-5、尼龙带

轮套件3-6、带轮外保护铁件3-7、收紧组合3-8构成；边轨3-1的一侧卡设有边轨胶条3-2，皮

带3-3穿设在边轨3-1内，且皮带3-3位于前立柱组合2的一端套设在尼龙带轮套件3-6上，左

右两个尼龙带轮套件3-6分别套设在电机组合4中的八角管4-2的两端，上述主动轮3-4固定

在皮带3-3的上侧带面上，且主动轮3-4与相邻的从动轮3-5之间、相邻的两个从动轮3-5之

间均利用叶片组合8传动连接；尼龙带轮套件3-6的两侧固定有带轮外保护铁件3-7，且带轮

外保护铁件3-7活动穿设在电机组合4中的电机套件4-1后，固定在挂板前板2-3上；皮带3-3

位于后立柱组合1的一端套设在带轮上，且该带轮旋接在收紧组合3-8内，收紧组合3-8固定

在边轨3-1的端部；上述主动轮3-4以及从动轮3-5均与叶片组合8连接；所述的主动轮3-4与

从动轮3-5均活动卡设在边轨3-1上的槽体内；

[0039] 上述电机组合4还包含固定铁板4-3；电机套件4-1设置在八角管4-2内部一端，且

位于该端设有固定铁板4-3，电机套件4-1固定与该固定铁板4-3上，固定铁板4-3固定在该

端的挂板前板2-3上；

[0040] 上述罩壳组合5由下封板5-1和上封板5-2构成，下封板5-1固定在左右两侧的挂板

前板2-3上，上封板5-2罩设在电机组合4的上方，且其垂直边固定在钢横梁2-5的侧壁上；保

证电机套件4-1不被裸露于外部环境中，保证雨水或其他物质不会进入电机套件4-1，保证

电机的正常运行；八角管4-2外侧间隔冲孔，使得电机套件4-1在运行过程中实现良好的散

热，减少过热保护的进入时间时长；

[0041] 上述排水槽组合6由排水槽下部6-1、排水槽上部6-2、排水槽胶条6-3、排水槽端部

封板6-4构成；排水槽下部6-1固定在左右两个立柱顶板1-3上，左右两个边轨3-1后端均架

设在排水槽下部6-1上，且边轨3-1、排水槽下部6-1的两端以及铝合金立柱1-2相互贯通设

置，排水槽上部6-2固定在排水槽下部6-1的上部，两者所构成的整体的端部均固定有排水

槽端部封板6-4，排水槽下部6-1以及排水槽上部6-2的内侧面均固定有排水槽胶条6-3；

[0042] 上述灯条组合7由灯条铝材7-1、灯条7-2、塑料盖板7-3构成；灯条铝材7-1固定在

边轨3-1的内侧壁上，灯条7-2固定在灯条铝材7-1的内侧壁上，塑料盖板7-3罩设在灯条7-2

的外部，且固定于灯条铝材7-1上；实现昏暗条件下的照明作用，增加生态凉亭的装饰效果；

灯条7-2开启过程中可根据具体需求，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实现灯条7-2的亮度的调节；

[0043] 上述叶片组合8由铝叶片8-1、叶片封堵一8-2、叶片封堵二8-3、叶片封堵三8-4、不

锈钢转轴8-5、弹簧8-6、弹簧外部塑料件8-7、牵引连接件8-8、叶片胶条8-9构成；铝叶片8-1

的左右两端均罩设固定有叶片封堵一8-2，叶片封堵二8-3、牵引连接件8-8以及叶片封堵三

8-4均插设在铝叶片8-1的两端内，其中叶片封堵二8-3与叶片封堵三8-4相固定，牵引连接

件8-8设置于叶片封堵二8-3与叶片封堵三8-4之间，牵引连接件8-8的中部两侧均设有弹簧

外部塑料件8-7，且两侧的弹簧外部塑料件8-7分别卡设在叶片封堵二8-3以及叶片封堵三

8-4内，弹簧外部塑料件8-7内设有弹簧8-6，弹簧8-6套设在不锈钢转轴8-5上，且其中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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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锈钢转轴8-5连接，另一端与弹簧外部塑料件8-7连接，不锈钢转轴8-5活动穿设在牵引

连接件8-8中，且其两端分别穿过叶片封堵二8-3和叶片封堵三8-4后，与铝叶片8-1连接，主

动轮3-4以及从动轮3-5均与各自上方对应的叶片封堵二8-3的下端铰接，相邻的叶片封堵

二8-3之间利用相邻的牵引连接件8-8传动连接；铝叶片8-1的边缘内嵌设有叶片胶条8-9；

[0044] 上述铝横梁组合9由铝横梁9-1、“C”形固定件9-2、铝横梁上部胶条9-3、铝横梁下

部胶条9-4构成；两个铝横梁9-1前后设置，铝横梁9-1的左右两端均固定有“C”形固定件9-

2，“C”形固定件9-2固定在边轨3-1内壁上，铝横梁9-1的上部固定有铝横梁上部胶条9-3，铝

横梁9-1的下部固定有铝横梁下部胶条9-4。

[0045]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工作原理：启动电机套件4-1，带动八角管4-2旋转，从而带动位

于八角管4-2两端的尼龙带轮套件3-6旋转，进而带动皮带3-3发生前后移动，固定在皮带3-

3上带面上的主动轮3-4被带动前后移动，主动轮3-4带动与之相互铰接的叶片封堵二8-3旋

转，从而利用弹簧8-6带动与该叶片封堵二8-3相铰接的牵引连接件8-8旋转，牵引连接件8-

8在旋转的同时带动利用弹簧8-6带动不锈钢转轴8-5旋转，从而驱动铝叶片8-1翻转，与此

同时，连接在各个从动轮3-5上的叶片封堵二8-3之间利用牵引连接件8-8的旋接相互传动，

从而驱动主动轮3-4以及从动轮3-5位于边轨3-1上来回移动，实现对铝叶片8-1的展开与收

缩；

[0046] 将设置有电机套件4-1一端的边轨组合3抬高，收紧组合3-8一端降低，实现倾斜坡

度，使得雨水打到叶片组合8上时，流向两侧的边轨3-1，从边轨3-1内侧排向收紧组合3-8的

方向，进而流入排水槽组合6，并通过铝合金立柱1-2排出凉亭。

[0047]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有益效果是：

[0048] 1、采用皮带传动，通过皮带循环运行实现对铝叶片的开启和收回，系统运行流畅；

[0049] 2、所有可能发生硬接触的区域均通过穿插毛条或胶条实现良好的密闭性和防雨

效果；

[0050] 3、所有铝型材和钢型材表面处理均采用喷涂工艺，既保证产品的耐久性也保证颜

色的耐久性；

[0051] 4、铝叶片运行任意位置可实现暂停状态，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

[0052]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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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