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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

（57）摘要
     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涉及安
全防护设备技术领域，包括防护壳体；防
护壳体其中一侧面靠墙设置，且防护壳体
其中一端开设有进入口，防护壳体由矩形
板体组成，防护壳体的上面且靠墙的一边
垂直连接有支撑板，支撑板的另一端倾斜
设有导向板，导向板的另一端与防护壳体
上面靠墙的一边相对的一边连接；防护壳
体内部设有储水箱，储水箱的内部设有水
泵，水泵的出水口通过第一出水管连接至
矩形板体的内部，第一出水管上分接有第
二出水管，第二出水管的另一端穿过防护
壳体的上面连接有分流管，分流管的另一
端穿过导向板伸入至外部。本实用新型实
现了对人体进行保护，降低地震和火灾对
人体伤害程度的技术效果。

权 利 要 求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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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其特征在于：包括防护壳体；
所述防护壳体其中一侧面靠墙设置，且所述防护壳体其中一端开设有进入口，所

述进 入口的上部边沿处铰接有门体，且所述门体与所述防护壳体内壁之间设有开启机
构；

所述防护壳体由矩形板体组成，所述矩形板体内部中空，且所述矩形板体的内部
采用 撑拉体结构，且利用所述撑拉体结构将组成所述防护壳体的矩形板体的内部连为
一整体， 所述防护壳体的上面且靠墙的一侧垂直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另一端
倾斜设有导向 板，所述导向板的另一端与所述防护壳体上面靠墙的一侧相对的一侧连
接；

所述防护壳体内部设有储水箱，所述储水箱的内部设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
通过 第一出水管连接至所述矩形板体的内部，且所述矩形板体上设有回流管，所述回
流管的两 端对应与所述储水箱的内部以及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连通，所述第一出水管上
分接有第二出 水管，所述第二出水管的另一端穿过所述防护壳体的上面连接有分流
管，所述分流管的另 一端穿过所述导向板伸入至外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启机构包
括安 装壳体，所述安装壳体通过挂环铰接于所述防护壳体的内壁上，所述安装壳体内
部设有蜗 杆蜗轮组，所述蜗杆连接有电机，所述蜗轮啮合有齿条，所述齿条滑动安装
于所述安装壳体 内部，且所述齿条其中一端铰接于所述门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撑拉体结构
的内 部设有密封空间，所述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距最近的两面与所述撑拉体结构的两端
的连接部 为锥形结构设置，且所述撑拉体结构的内部与所述连接部之间形成密封空
间；所述撑拉体 结构设有若干个，所述若干个撑拉体结构之间形成导流空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板沿倾
斜方 向设有若干导流槽，所述分流管的端部连接有导流弯头，所述导流弯头的出水口
朝向所述 导流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出水管
上设 有第一阀门，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设有第二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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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安全防护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
背景技术
地震与火灾等灾害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害和损失，其中学校作为人口集中地之一， 

尤其是学生休息的宿舍，当宿舍发生火灾或者发生地震时，由于大多数学生处于休息
状态， 预备不足，还有地震的安全逃生时间约为6-12秒，宿舍采用的是多层多室结
构，但是由于人 数众多，已知的台阶式安全通道无法在短时间内疏散全部人，这就威
胁了没有逃出的学生 的生命安全。

实用新型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用以实现对 

人体进行保护，降低地震和火灾对人体伤害程度的技术效果。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包括防护壳体；
所述防护壳体其中一侧面靠墙设置，且所述防护壳体其中一端开设有进入口，所 

述进入口的上部边沿处铰接有门体，且所述门体与所述防护壳体内壁之间设有开启机
构；

所述防护壳体由矩形板体组成，所述矩形板体内部中空，且所述矩形板体的内部 
采用撑拉体结构，且利用所述撑拉体结构将组成所述防护壳体的矩形板体的内部连为
一整 体，所述防护壳体的上面且靠墙的一侧垂直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另一端
倾斜设有 导向板，所述导向板的另一端与所述防护壳体上面靠墙的一侧相对的一侧连
接；

所述防护壳体内部设有储水箱，所述储水箱的内部设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 
通过第一出水管连接至所述矩形板体的内部，且所述矩形板体上设有回流管，所述回
流管 的两端对应与所述储水箱的内部以及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连通，所述第一出水管上
分接有第 二出水管，所述第二出水管的另一端穿过所述防护壳体的上面连接有分流
管，所述分流管 的另一端穿过所述导向板伸入至外部。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开启机构包括安装壳体，所述安装壳体通过挂环铰接 
于所述防护壳体的内壁上，所述安装壳体内部设有蜗杆蜗轮组，所述蜗杆连接有电
机，所述 蜗轮啮合有齿条，所述齿条滑动安装于所述安装壳体内部，且所述齿条其中
一端铰接于所 述门体上。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撑拉体结构的内部设有密封空间，所述矩形板体的内 
部相距最近的两面与所述撑拉体结构的两端的连接部为锥形结构设置，且所述撑拉体
结构 的内部与所述连接部之间形成密封空间；所述撑拉体结构设有若干个，所述若干
个撑拉体 结构之间形成导流空间。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导向板沿倾斜方向设有若干导流槽，所述分流管的端 
部连接有导流弯头，所述导流弯头的出水口朝向所述导流槽。

作为一种改进的方案，所述第一出水管上设有第一阀门，所述第二出水管上设有 
第二阀门。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包括防护壳体；防护壳体其中一侧面靠墙设置，且防护壳

体 其中一端开设有进入口，进入口的上部边沿处铰接有门体，且门体与防护壳体内壁
之间设 有开启机构，防护壳体由矩形板体组成，矩形板体内部中空，且矩形板体的内
部采用撑拉体 结构，且利用撑拉体结构将组成防护壳体的矩形板体的内部连为一整
体，防护壳体的上面 且靠墙的一侧垂直连接有支撑板，支撑板的另一端倾斜设有导向
板，导向板的另一端与防 护壳体上面靠墙的一侧相对的一侧连接；防护壳体内部设有
储水箱，储水箱的内部设有水 泵，水泵的出水口通过第一出水管连接至矩形板体的内
部，且矩形板体上设有回流管，回流 管的两端对应与储水箱的内部以及矩形板体的内
部相连通，第一出水管上分接有第二出水 管，第二出水管的另一端穿过防护壳体的上
面连接有分流管，分流管的另一端穿过导向板 伸入至外部，基于以上结构，靠墙设
置，可以利用墙体的承重保护防护壳体，当来不及逃生 的人可以通过进入口进入到防
护壳体内，其中进入口设有门体，人进去后通过开启机构关 闭门体，可以保证防护壳
体内部人的安全，防护壳体采用内部为撑拉体结构的矩形板体组 成，利用撑拉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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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强矩形板体的强度，且防护壳体上部设有导向板，其中导向板、 支撑板与防护
壳体上面组成三角形结构，根据力学原理，可以保证稳定性，且导向板倾斜设 置，当
有物品砸到导向板时会随着倾斜面落下，不会堆积在导向板上，进一步减轻了对防护 
壳体的损坏，保证了防护壳体内部人的安全，防护壳体内部设有储水箱，第一出水管
连通矩 形板体的内部，当发生火灾时，可以利用水在矩形板体内部进行循环可以起到
降温效果，其 中回流管的作用是使矩形板体内部的水回流到储水箱内，实现循环使
用，且第二出水管通 过分流管连接到导向板上，可以进行防护壳体的周边加湿且灭
火，进一步的保证了在防护 壳体内部人的安全。

开启机构包括安装壳体，安装壳体通过挂环铰接于防护壳体的内壁上，安装壳体 
内部设有蜗杆蜗轮组，蜗杆连接有电机，蜗轮啮合有齿条，齿条滑动安装于安装壳体
内部， 且齿条其中一端铰接于门体上，基于以上结构，通过电动控制门体的开启与闭
合，省时省 力，且利用蜗杆蜗轮的自锁特性可防止门体因自重下降。

撑拉体结构的内部设有密封空间，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距最近的两面与撑拉体结构 
的两端的连接部为锥形结构设置，且撑拉体结构的内部与连接部之间形成密封空间；
撑拉 体结构设有若干个，若干个撑拉体结构之间形成导流空间，基于以上结构，利用
撑拉体结构 一是加强了矩形板体的强度，二是可使水流快速循环，设计合理。

导向板沿倾斜方向设有若干导流槽，分流管的端部连接有导流弯头，导流弯头的 
出水口朝向导流槽，基于以上结构，水经过分流管进行分流，分流管的端部连接有导
流弯 头，导流弯头朝向导流槽，可以保证水流顺着导流槽流淌，且可以利用导流槽底
部与导向板 之间的高度差保护导流弯头减少损伤。

第一出水管上设有第一阀门，第二出水管上设有第二阀门，基于以上结构，设计
合 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控制第一出水管与第二出水管的通断。

综上，本实用新型实现了对人体进行保护，降低地震和火灾对人体伤害程度的技 
术效果，操作控制简便，易于大规模制造与安装，应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
似的 元件或部分一般由类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
际的比例 绘制。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实用新型开启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防护壳体；2-撑拉体结构；3-支撑板；4-导向板；5-储水箱；6- 水

泵；7-第 一出水管；8-第二出水管；9-分流管；10-导流弯头；11-第一阀门； 12-第
二阀门；13-导流 槽；14-门体；15-安装壳体；16-齿条；17-挂环；18-回流管。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
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如图1所示，一种宿舍用安全防护通道，包括防护壳体1；防护壳体1其中一侧面靠 
墙设置，且防护壳体1其中一端开设有进入口，进入口的上部边沿处铰接有门体14，且
门体 14与防护壳体1内壁之间设有开启机构；

防护壳体1由矩形板体组成，矩形板体内部中空，且矩形板体的内部采用撑拉体结 
构2，且利用撑拉体结构2将组成防护壳体1的矩形板体的内部连为一整体，防护壳体1
的上 面且靠墙的一侧垂直连接有支撑板3，支撑板3的另一端倾斜设有导向板4，导向
板4的另一 端与防护壳体1上面靠墙的一侧相对的一侧连接；

防护壳体1内部设有储水箱5，储水箱5的内部设有水泵6，水泵6的出水口通过第一 
出水管7连接至矩形板体的内部，且矩形板体上设有回流管18，回流管18的两端对应与
储水 箱5的内部以及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连通，第一出水管 7上分接有第二出水管8，第
二出水管8 的另一端穿过防护壳体1的上面连接有分流管9，分流管9的另一端穿过导向
板4伸入至外 部。

在本实施例中，防护壳体1靠墙设置，可以利用墙体的承重保护防护壳体1，当来
不 及逃生的人可以通过进入口进入到防护壳体1内，其中进入口设有门体 14，人进去
后通过 开启机构关闭门体14，可以保证防护壳体1内部人的安全，防护壳体1采用内部
为撑拉体结 构2的矩形板体组成，利用撑拉体结构2可以加强矩形板体的强度，且防护
壳体1上部设有导 向板4，其中导向板4、支撑板3与防护壳体1上面组成三角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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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力学原理，可以保证 稳定性，且导向板4倾斜设置，当有物品砸到导向板4时会随
着倾斜面落下，不会堆积在导向 板4上，进一步减轻了对防护壳体1的损坏，保证了防
护壳体1内部人的安全，防护壳体1内部 设有储水箱5，第一出水管7连通矩形板体的内
部，当发生火灾时，可以利用水在矩形板体内 部进行循环可以起到降温效果，其中回
流管18的作用是使矩形板体内部的水回流到储水箱 5内，实现循环使用，且第二出水
管8 通过分流管9连接到导向板4上，可以进行防护壳体1的 周边加湿且灭火，进一步
的保证了在防护壳体1内部人的安全。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开启机构包括安装壳体15，安装壳体15通过挂环17铰 
接于防护壳体1的内壁上，安装壳体15内部设有蜗杆蜗轮组，蜗杆连接有电机，蜗轮啮
合有 齿条16，齿条16滑动安装于安装壳体15内部，且齿条16其中一端铰接于门体14
上，通过电动 控制门体14的开启与闭合，省时省力，且利用蜗杆蜗轮的自锁特性可防
止门体14因自重下 降，防护壳体1内部设有独立的电源，其中电源可以是直流电瓶，
也可以是其他供电设备，电 源与水泵6以及电机的电连接关系为公知常识，所以在此
不做赘述。

在本实施例中，撑拉体结构2的内部设有密封空间，矩形板体的内部相距最近的两 
面与撑拉体结构2的两端的连接部为锥形结构设置，且撑拉体结构2 的内部与连接部之
间 形成密封空间；撑拉体结构2设有若干个，若干个撑拉体结构2之间形成导流空间，
利用撑拉 体结构2一是加强了矩形板体的强度，二是可使水流快速循环，设计合理。

在本实施例中，导向板沿倾斜方向设有若干导流槽13，分流管9的端部连接有导流 
弯头10，导流弯头10的出水口朝向导流槽13，水经过分流管9进行分流，分流管9的端
部连接 有导流弯头10，导流弯头10朝向导流槽13，可以保证水流顺着导流槽13流淌，
且可以利用导 流槽13底部与导向板4之间的高度差保护导流弯头10减少损伤。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出水管7上设有第一阀门11，第二出水管8上设有第二阀
门12， 设计合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控制第一出水管7与第二出水管8 的通断。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当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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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全部 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
脱离本实用新 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说
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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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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