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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纵向折叠提
升的电动门，包括一门框、一门体和一控
制装置，其中门框包括一顶部框和两侧
框，门体的上端与顶部框连接，门体包括
一由两层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成型的主
体、一底框和复数个平行且具有间距的中
间框，底框设于主体的下端，且各该中间
框与底框及门框的顶部框分别平行，两侧
框内分别设有一轨道，底框及中间框的端
部通过滚动装置在轨道内纵向滑移，顶部
框上设有一电动葫芦驱动和两分别设于顶
部框两端部的定滑轮，底框的两端部各连
接有一钢丝绳，各钢丝绳分别绕过同侧的
定滑轮与电动葫芦驱动连接。本实用新型
的优点在于：能够适用于门洞空间要求较
大的特殊工业环境，不仅占用空间较小，
而且具有较好的密封性。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包括一门框、一门体和一用于控制门体上
升或下降的控制装置，所述门框包括一顶部框和两侧框，所述门体的上端与该
顶部框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包括一由两层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成型的
主体、一底框和复数个平行且具有间距的中间框，所述底框与中间框均设于两
层的主体内，且该底框设于主体的下端，各该中间框与底框及门框的顶部框平
行，所述两侧框内分别设有一纵向轨道，且所述底框及中间框的端部通过滚动
装置在该轨道内纵向滑移，所述顶部框上设有一电动葫芦驱动和两分别设于该
顶部框两端部的定滑轮，所述底框的两端部各连接有一钢丝绳，各该钢丝绳分
别绕过同侧的定滑轮与电动葫芦驱动连接。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框的两端部分别设有至少一防坠落安全装置，所述防坠落安全装置包括一弹
簧、一枢接于底框的防坠落钩、一用于连接钢丝绳的钢丝绳轴和复数个纵向间
隔排列设于轨道内的圆管，所述弹簧的一端与底框连接，所述弹簧的另一端与
防坠落钩的一端连接，所述防坠落钩的另一端为一与圆管相配合的卡持部，所
述钢丝绳轴设于防坠落钩上邻近卡持部的位置。
3.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
述轨道由两背向设置且具有间距的“U”形子轨道构成，所述“U”形子轨道的一外
侧面与侧框固定连接，所述两“U”形子轨道之间通过一刚板衔接，且所述圆管
的两端分别连接于两“U”形子轨道的闭口端面，所述滚动装置包括复数个导向
轮组，且每个导向轮组包含有四个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的导向轮，所述底框及中
间框的端部均呈开口端朝外的“U”形，且所述底框及中间框的各端部分别设有
至少一个导向轮组，该导向轮组中的两导向轮设于“U”形端部的闭合端内且以
“U”形子轨道的另一外侧面为滑面，该导向轮组中的另外两导向轮分别设于“U”
形端部的内侧面且以“U”形子轨道的闭口端面为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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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门，尤其涉及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

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在船厂、飞机库、船坞、炼钢工业、矿产加工、渔业等特殊工业环

境，不仅要求门洞空间非常大，而且要能够阻隔室外强大的风压、潮湿、寒冷
或尘土飞扬，以保证厂房内部湿度与温度的稳定、及密封的要求。
[0005]

传统的工业电动提升门、快速卷帘门等只能用在门洞空间小的场所，

且其密封性较差，另外，常见的手动双开轨道门一般只能用在门洞较小的场
所，其不仅需要占用较大的空间位置，而且密封性能差不能满足特殊工业环境
生产的要求。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

门，能够适用于门洞空间要求较大的特殊工业环境，不仅占用空间较小，而且
具有较好的密封性。
[0008]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一种可纵向折

叠提升的电动门，包括一门框、一门体，所述门框包括一顶部框和两侧框，所
述门体的上端与该顶部框连接，所述门体包括一由两层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成
型的主体、一底框和复数个平行且具有间距的中间框，所述底框与中间框均设
于两层的主体内，且该底框设于主体的下端，且各该中间框与底框及门框的顶
部框分别平行，所述两侧框内分别设有一纵向轨道，且所述底框及中间框的端
部通过滚动装置在该轨道内纵向滑移，所述顶部框上设有一电动葫芦驱动和两
分别设于该顶部框两端部的定滑轮，所述底框的两端部各连接有一钢丝绳，各
该钢丝绳分别绕过同侧的定滑轮与电动葫芦驱动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底框的两端部分别设有至少一防坠落安全装置，所述

防坠落安全装置包括一弹簧、一枢接于底框的防坠落钩、一用于连接钢丝绳的
钢丝绳轴和复数个纵向间隔排列设于轨道内的圆管，所述弹簧的一端与底框连
接，所述弹簧的另一端与防坠落钩的一端连接，所述防坠落钩的另一端为一与
圆管相配合的卡持部，所述钢丝绳轴设于防坠落钩上邻近卡持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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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轨道由两背向设置且具有间距的“U”形子轨道构成，所

述“U”形子轨道的一外侧面与侧框固定连接，所述两“U”形子轨道之间通过一刚
板衔接，且所述圆管的两端分别连接于两“U”形子轨道的闭口端面，所述滚动
装置包括复数个导向轮组，且每个导向轮组包含有四个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的导
向轮，所述底框及中间框的端部均呈开口端朝外的“U”形，且所述底框及中间
框的各端部分别设有至少一个导向轮组，该导向轮组中的两导向轮设于“U”形
端部的闭合端内且以“U”形子轨道的另一外侧面为滑面，该导向轮组中的另外
两导向轮分别设于“U”形端部的内侧面且以“U”形子轨道的闭口端面为滑面。
[0011]

本实用新型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的有益效果在于：门体采用

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当开启电动葫芦驱动向上拉钢丝绳时，钢丝绳带动底框
纵向上升，从而中间梁在底框向上的力作用下垂直折叠堆积并上升，且在中间
框上升的过程中，每两个中间框之间的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在相对密闭的空间
压缩空气作用下向外堆积，进而使门体沿纵向折叠而集中在门框顶部框下方，
以节约空间，且该门体具有较好的密封性，能够适用于门洞空间要求较大的特
殊工业环境。
[0012]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14]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的示意图。

[0015]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中的防坠落安全装置的主视图。

[0016]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中导向轮组与轨道配合后的局部俯视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请结合参阅图 1 至图 3，本实用新型一种可纵向折叠提升的电动门，包

括一门框 1、一门体 2 和一用于控制门体 2 上升或下降的控制装置(未图示)，所
述门框 1 包括一顶部框 11 和两侧框 12，所述门体 2 的上端与该顶部框 11 连
接，所述门体 2 包括一由两层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成型的主体 21、一底框 22
和复数个平行且具有间距的中间框 23，所述底框 22 与中间框 23 均设于两层的
主体 21 内，即且底框 22 与中间框 23 均被夹于两层的主体 21 之间，该底框 22
设于主体 21 的下端，且各该中间框 23 与底框 22 及门框 1 的顶部框 11 分别平
行，所述两侧框 12 内分别设有一纵向轨道 3，且所述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端
部通过滚动装置 4 在该轨道 3 内纵向滑移，所述顶部框 11 上设有一电动葫芦驱
动 5 和两分别设于该顶部框 11 两端部的定滑轮 6，所述底框 22 的两端部各连接
有一钢丝绳 7，各该钢丝绳 7 分别绕过同侧的定滑轮 6 与电动葫芦驱动 5 连接。
所述底框 22 的两端部分别设有至少一防坠落安全装置 01，所述防坠落安全装
置 01 包括一弹簧 011、一枢接于底框 22 的防坠落钩 012、一钢丝绳轴 013 和复
数个纵向间隔排列设于轨道 3 内的圆管 014，所述弹簧 011 的一端与底框 22 连
接，所述弹簧 011 的另一端与防坠落钩 012 的一端连接，所述防坠落钩 01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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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为一与圆管 014 相配合的卡持部 0121，所述钢丝绳轴 013 设于防坠落钩
012 上邻近卡持部 0121 的位置。
[0019]

另外，所述轨道 3 由两背向设置且具有间距的“U”形子轨道 31 构成，

所述“U”形子轨道 31 的一外侧面 311 与侧框 12 固定连接，所述两“U”形子轨道
31 之间通过一刚板 8 衔接，使得两“U”形子轨道 31 之间更为稳定牢固的衔接，
所述圆管 014 的两端分别连接于两“U”形子轨道 31 的闭口端面 313，所述滚动
装置 4 包括复数个导向轮组，且每个导向轮组包含有四个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的
导向轮 41，所述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端部均呈开口端朝外的“U”形，且所述
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各端部分别设有至少一个导向轮组，该导向轮组中的两
导向轮 41(能够使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前后保持平衡)设于“U”形端部的闭口端
内且以“U”形子轨道 31 的另一外侧面 312 为滑面，该导向轮组中的另外两导向
轮 41(能够使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左右保持平衡)分别设于“U”形端部的内侧面
且以“U”形子轨道 31 的闭口端面 313 为滑面。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底框 22 的两
端部分别设有一防坠落安全装置 01，且所述底框 22 的两端部分别设有两上下
平行的导向轮组，中间框 23 的各端部分别设有一个导向轮组。
[0020]

本实用新型中防坠落安全装置 01 的工作原理：当钢丝绳 7 正常工作

时，钢丝绳 7 通过钢丝绳轴 013 而对防坠落钩 012 上设有卡持部 0121 的一端有
一向上的拉力，而防坠落钩 012 为了得到力的平衡，其与弹簧 011 连接的一端
产生一向下的力使得弹簧 011 被拉升；当钢丝绳 7 发生断裂时，原本钢丝绳 7
通过钢丝绳轴 013 而施加在防坠落钩 012 上设有卡持部 0121 的一端的向上拉力
消失，而防坠落钩 012 与弹簧 011 连接的一端对弹簧 011 施加的向下的力也相
应消失，使得弹簧 011 在自身弹性形变力作用下向上压缩一恢复形变，且在该
过程中，弹簧 011 对防坠落钩 012 与其连接的一端产生一向上的拉力，使得枢
接于底框的 3 的防坠落钩 012 绕枢接轴逆时针转动，从而使防坠落钩 012 的卡
持部 0121 卡挂在设于刚板 10 圆管 014 上，进而阻止了底框 22 向下坠落，以消
除相应的安全隐患。
[0021]

本实用新型在应用的过程中：当需要开门即需要将门体 2 上升时，首

先通过操作控制装置上的相应的上升按钮，使得电动葫芦驱动 5 卷起钢丝绳
7，即钢丝绳 7 受到向上拉升的拉力，间接地，门体 2 的底框 22 也同样受到该
拉力向上拉升的作用，从而使底框 22 两端部上的导向轮 41 在轨道 3 上沿纵向
向上方向滑移，在底框 22 升的过程中，中间框 23 在底框 22 向上的力的作用下
纵向堆积并上升，且在中间框 23 上升的过程中，每两个中间框 23 外由两层柔
性高强度 PVC 面料构成的主体 21 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压缩空气作用下向外堆
积，进而使门体 2 沿纵向折叠而集中在门框 1 顶部框 11 下方，从而完成开门操
作；当需要关门即需要将门体 2 下降时，先通过操作控制装置上的相应的下降
按钮，使得电动葫芦驱动 5 撤掉对钢丝绳 7 向上的拉力，使得门体 2 的底框 22
4

及中间框 23 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使得各导向轮 41 在轨道 3 上均沿纵向向下滑
移，且底框 22 自身的重力对钢丝绳 7 产生向下的拉力，从而使钢丝绳 7 随着底
框 22 的下降而缓缓下降，且在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下降的过程中，每两个中间
框 23 外由两层柔性高强度 PVC 面料构成的主体 21 同样在底框 22 及中间框 23
的重力作用下被拉直，从而完成关门操作；若在开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钢丝绳
7 意外断裂的情况，防坠落安全装置 01 中防坠落钩 012 在弹簧 011 的作用下绕
枢接轴逆时针转动，从而使防坠落钩 012 的卡持部 0121 卡挂在圆管 014 上，进
而阻止了底框 22 向下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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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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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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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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