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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限位装置、

转轴电机、电动窗帘、电动阳篷及电动

门。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包括设

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可进行电子限位

控制的电路板，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

按钮，其中，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

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

电子限位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

传递装置。本实用新型由于将功能实现部

分与按键的传动部分互相分离开，使得功

能实现部分由电路板通过控制电路实现，

而按键传动部分由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

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

力传递装置实现，既简化了结构，又避免

了按键带电，提高了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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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可进行电子限

位控制的电路板，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轴电

机的限位装置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子限位电路板上的触

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键设置

在可沿电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

传递装置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

部分设置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

应于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轮设置

在传动轴的一端、压板设置在传动轴的另一端。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械动力

传递装置还包括设置在传动轴上用于提供传动轴复位动力的扭簧。 

5.一种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

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转轴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机

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包

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在

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

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转轴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轮设置在传动轴的

一端、压板设置在传动轴的另一端。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转轴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还

包括设置在传动轴上用于提供传动轴复位动力的扭簧。 

9.一种使用了转轴电机的电动窗帘，所述的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

的按键及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

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

递装置。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

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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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

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11.一种使用了转轴电机的电动阳篷，所述的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

上的按键及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

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

传递装置。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动阳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

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

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

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13.一种使用了转轴电机的电动门，所述的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

的按键及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

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

递装置。 

14.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机

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包

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在

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

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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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限位装置、转轴电机、电动窗帘、电动阳篷及电动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机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转轴电机的限

位装置、转轴电机及使用了此转轴电机的电动窗帘、电动阳篷及电动门。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已经广泛的应用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如由转轴电机带动的电动窗

帘、电动门等，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以前，类似于上述电动窗帘、

电动门中所使用的转轴电机都是直接带动窗帘、门展开或合拢，是没有限位设

置的，这样的转轴电机在使用时，人们需要小心的控制其运转，否则，在转轴

电机带动窗帘或门开合到了极限位置的时候，转轴电机机芯的动力输出轴也会

受到阻力，用户在使用时必须小心操作，在其到达极限位置前就要控制转轴电

机停转；而若转轴电机机芯的动力输出轴经常受阻，就会导致转轴电机损坏，

寿命变短。 

[0003]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带有机械式限位结构的转轴电机，其结构

如图 2 所示，转轴电机的机壳内设有一个机械式限位装置，机械式限位装置包

括通过皇冠套 41 与转轴电机的动力输出轴同步转动的行程齿轮 43、与行程齿

轮啮合，并带动限位螺杆 44 转动的限位齿轮 45、及设置在限位螺杆 44 的端部

的扭臂，和可由扭臂触发的、控制电机正转、反转或停转的微动开关。随着转

轴电机的运转，电机通过行程齿轮 43 带动限位齿轮 45 在限位螺杆 44 上缓慢移

动，当限位螺杆 44 移动至限位螺杆 44 上设有扭臂的一端时，通过挤压扭臂，

触发微动开关，控制电机停转，实现限位停转的功能。机械式限位装置要进行

电机正转、反转的限位控制，就需要有两对限位螺杆 44 和限位齿轮 45，两个

限位齿轮 45 分别同时与行程齿轮 43 啮合；两个限位螺杆 44 上的螺纹反向，因

此其上的限位齿轮的运行方向也是相反的，以实现电机正转、反转两个方向上

的限位停转。而通过旋转调节旋钮可以更改每个限位齿轮在限位螺杆上的初始

位置，以实现对不同的限位位置的设定。 

[0004]    由于转轴电机所需要的转动行程较长，机械式限位结构对应的行程就

相当于限位齿轮 45 在限位螺杆上移动的距离，而其所 大支持的转动行程就与

限位螺杆的长度及螺纹的细密程度直接相关。为了保证转轴电机所支持的转动

行程，限位螺杆必须要保证一定的长度，这就导致其体积很难进一步缩小；而

细密的螺纹及复杂的结构也导致机械式限位结构的加工精度较高，成本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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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限位位置的设定需要手动在细密的螺杆上调节限位齿轮的位置，动作

复杂，调节效率较低。 

[0005]    而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将电机的限位用电路板来实现：本申请

人在中国专利申请一种电子式管状电机(授权公告日：2009.1.14；专利号：

CN200720170604.6)中公开了一种可以设置限位位置的电子式管状电机，包括机

芯、壳体、按键、电路板，电路板上设有控制电路、和从控制电路中引出的

上、下行程终止点设置线，上、下行程终止点设置按键，及微处理器；上、下

行程终止点设置线一端连接微处理器，另一端连接行程终止点设置按键。在进

行限位行程设定时需要分别按下上行程终止点设置按键和下行程终止点设置按

键分别完成上行程终止点和下行程终止点的设置。电路板和电机位于壳体内。

按键位于管状电机壳体上或者壳体的端盖上；按键包括可以在外力控制下发生

位移的按键本体、设置在按键本体上的，由按键本体控制的触动开关；触动开

关触发后生成按键信号，通过电引线传到电路板上的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接收

到此信号储存后，进行后续处理。 

[0006]    由于按键本体通过电引线连接微处理器，按键本体安装于管状电机壳

体或端盖上，露于管状电机的外部，而设置在按键本体上的触动开关本身是带

电的，而人们会直接操作按键本体，尤其是当按键本体带水时，对操作者不够

安全。 

[0007]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使用更加安全方便的转轴

电机的限位装置、转轴电机及使用了此转轴电机的电动窗帘、电动阳篷及电动

门。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0]    一种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可进行电

子限位控制的电路板，其中，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机

的限位装置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子限位电路板上的触发

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0011]    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

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

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

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

触发按钮的位置处。这是一种结构简单而实用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的设计。 

[0012]    所述的凸轮设置在传动轴的一端、压板设置在传动轴的另一端。这样

的设计尽可能的减小了机械动力传递装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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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还包括设置在传动轴上用于提供传动轴复位

动力的扭簧。所述的扭簧能提供使压板旋转离开触发按钮的弹力，以更好的在

按键复位的时候带动压板离开触发按钮，完成按键的关闭触发按钮的动作。 

[0014]    一种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电路板，其中，所述

的电路板上设有触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

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0015]    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

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

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

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

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0016]    所述的凸轮设置在传动轴的一端、压板设置在传动轴的另一端。这样

的设计尽可能的减小了机械动力传递装置的大小。 

[0017]    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还包括设置在传动轴上用于提供传动轴复位

动力的扭簧。所述的扭簧能提供使压板旋转离开触发按钮的弹力，以更好的在

按键复位的时候带动压板离开触发按钮，完成按键的关闭触发按钮的动作。 

[0018]    一种使用了上述转轴电机的电动窗帘、电动阳篷或电动门，所述的转

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电路板，其中，所述的电路板上设有触

发按钮，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

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0019]    所述的按键设置在可沿电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

有凹槽；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

压板；所述的凸轮的突出部分设置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

心；所述的压板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并可通过按键开启、关闭

触发按钮的位置处。 

[002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转轴电机及使用了此转轴电

机的电动窗帘、电动阳篷及电动门，由于将功能实现部分与按键的传动部分互

相分离开，使得功能实现部分由电路板通过控制电路实现，而按键传动部分由

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实

现，即简化了结构，又避免了按键带电，提高了安全性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转轴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 2 是现有技术中的转轴电机的机械限位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按键；11、凹槽；2、电路板，21、触发按钮；3、机械动力

传递装置，31、传动轴；32、凸轮；33、压板；41、皇冠套；42、调节旋钮；

43、行程齿轮；44、限位螺杆；45、限位齿轮；46、扭臂；47、微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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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5]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转轴电机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包括：机壳(图中未示

出)、设置在机壳内的机芯(图中未示出)、及与机芯信号连接、可控制机芯运转

的电路板。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可以对转轴电机的运转位置进行限位的电子

限位装置，电子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设置有触发按钮的电

路板。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

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 

[0026]    机械动力传动装置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只要能将设置在电机机壳

上的按键通过机械动力传导到电路板上，并可以出发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即

可。图 1 中示出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机械动力传动装置的结构，所述的机械动

力传递装置包括：传动轴和皆设置在传动轴上的凸轮及压板；所述的按键设置

在可沿电机转轴的轴向径向移动的位置处，按键上设有凹槽；所述的凸轮的突

出部分设置在凹槽中，按键的移动方向偏离传动轴的轴心。所述的凸轮设置在

传动轴的一端、压板设置在传动轴的另一端，这样的设计尽可能的减小了机械

动力传递装置的大小。按键被按下时，按键通过凹槽带动传动轴端部凸轮的突

出部分转动，因而带动传动轴转动，使得设置在对应于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

位置处的压板旋转，按压电路板上的按键的触发按钮，完成按键的开启触发按

钮的动作。为了能更好的在按键复位的时候带动压板离开触发按钮，完成按键

的关闭触发按钮的动作，所述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还可以包括设置在传动轴上

的扭簧，所述的扭簧套在传动轴上，并能提供使压板旋转离开触发按钮的弹

力。 

[0027]    当然，上述方案中是在按键按下后开启触发按钮，按键复位后关闭触

发按钮的，也可以设计成在按键按下后关闭触发按钮，按键复位后开启触发按

钮。 

[0028]    所述的电子限位控制装置可采用微处理器、检测机芯的动力输出轴转

数的转数检测装置、及与用户使用的遥控器配套的无线通信模块来实现。通过

对机芯的动力输出轴的转数进行计数，就可以得知直流转轴电机的限位位置所

对应的转数，将此转数记录，因而可以在当限位控制装置在检测到直流转轴电

机的机芯的动力输出轴的转数再达到此预先记录的转数时，即认为此直流转轴

电机到达了限位位置处，控制机芯停转。用户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限位控制

装置，如可以先遥控操作使直流转轴电机进入限位设置状态，在此限位设置状

态下，用户控制直流转轴电机运转，运转到合适的位置处时，用户遥控将此处

设为转轴电机的限位位置。和机械式限位控制装置相比，电子限位控制装置体

积小、还可无线遥控操作，使用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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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对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转轴电机的限位装置来说，由于采用了限位功

能实现部分与按键的传动部分互相分离开的结构，使得限位功能实现部分由电

路板通过控制电路实现，而按键传动部分由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

电路板上的触发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实现。因此对于现有的纯机械式的限

位装置来说，即减小了体积，又能很好的实现限位功能，对限位位置的设定也

通过电路或程序设定即可，而不需要像机械式限位装置中调节限位齿轮的位置

那样，慢慢的长时间的调节才能到达预计的位置处。而对于电子式的限位装置

来说，由于是采用机械动力传递装置来完成机械传动的，暴露于使用者触摸范

围内的按键上不带有带电元件，使用者使用时更加安全。 

[0030]    当然，在将电机的控制功能电子化后，上述按键的实现不仅仅是可以

用于限位设定的，也完全可以实现其他的功能，如，收起和打开遮阳篷或窗帘

的按键、如遥控器对码设置模式的进入按键等更多的功能性按键等等。同样

的，这样的转轴电机包括设置在电机机壳上的按键及设置有触发按钮的电路

板，所述的转轴电机还包括将按键的动作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电路板上的触发

按钮的机械动力传递装置。电路板中的触发按钮被触发后执行的功能可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些功能可以由机壳表面的按键分别控制实现，也可

以通过遥控器遥控控制；但即使在遥控器上设有对应的实现这些功能的按键，

为了便于测试及维修，机壳表面可能仍会设置一些功能按键。 

[0031]    自然，使用了上述转轴电机的电动窗帘、电动阳篷或电动门在使用时

也更加安全方便。 

[0032]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

说明，不能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

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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