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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隔声功能
的电动大门。传统的电动门隔声降噪能力
有限，有的甚至由于缝隙过大等原因，不
具备隔声降噪的能力。本实用新型组成包
括：电动大门(12)、电气控制系统(13)，
所述的电动大门包括主门体(1)，所述的
主门体内部装有骨架(4)，所述的内骨架
四周安装有消音缝隙装置(3)，所述的骨
架内外面分别安装有内隔声板(5)、外隔
声板(6)，所述的主门体下方安装有运动
系统(2)，所述的骨架上分别安装有主动
轮(7)、从动轮(8)，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
的从动轮安装在地轨(9)上，所述的主门
体上方通过滑轮机构(10)与顶部支架(11)
固定。本实用新型用于具有隔声功能的电
动大门。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其组成包括：电动大门、电气控制系统，
其特征是：所述的电动大门包括主门体，所述的主门体内部装有骨架，所述的
内骨架四周安装有消音缝隙装置，所述的骨架内外面分别安装有内隔声板、外
隔声板，所述的主门体下方安装有运动系统，所述的骨架上分别安装有主动
轮、从动轮，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从动轮安装在地轨上，所述的主门体上方
通过滑轮机构与顶部支架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其特征是：所述的消音
缝隙装置包括墙体消音缝和门体消音缝，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选用 2.0mm 冷轧
板正面加工成穿孔板并折弯形成盒状，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内部填充有吸声材
料。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其特征是：所述的电气
控制系统包括减速电动机，所述的减速电动机通过电缆分别与控制箱、控制盒
连接，所述的减速电动机通过所述的电缆与光电开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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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传统的电动门隔声降噪能力有限，有的甚至由于缝隙过大等原因，不

具备隔声降噪的能力。在安装尺寸较大的洞口，传统的电动门制作安装无法实
现，并且安全性较差，传统的电动大门电动驱动多用继电器控制，可靠性差，
调试更改不方便。
[0005]

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使用情况用于两大领域，一种是房间内有

超标声源，在房间墙体隔声量足够的情况下，需要用到隔声门，另一种是房间
内需要安静的环境，周围环境噪声超标，为了不让噪声传到房间内，将房间门
设置成隔声门，达到房间内安静的目的，本产品应用于发电机房，水泵房，电
机房，锅炉房，各种实验厂房，试车台，试验台，消声室，声学检测室等。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具有消声功

能，采用分体式设计的电动隔声门。
[0008]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9]

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其组成包括：电动大门、电气控制系

统，所述的电动大门包括主门体，所述的主门体内部装有骨架，所述的内骨架
四周安装有消音缝隙装置，所述的骨架内外面分别安装有内隔声板、外隔声
板，所述的主门体下方安装有运动系统，所述的骨架上分别安装有主动轮、从
动轮，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从动轮安装在地轨上，所述的主门体上方通过滑
轮机构与顶部支架固定。
[0010]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包括墙体消音

缝和门体消音缝，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选用 2.0mm 冷轧板正面加工成穿孔板并
折弯形成盒状，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内部填充有吸声材料。
[0011]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所述的电气控制系统包括减速电动

机，所述的减速电动机通过所述的电缆分别与控制箱、控制盒连接，所述的减
速电动机通过电缆与光电开关连接。
[0012]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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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具有消声功能，采用分

体式设计的电动隔声门，该结构整体采用分体式，能够便于制造、运输、安
装，在用户方安装现场，只需将各部分拼装即可，无需制造，安装维护方便，
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外隔声层、内隔声层，隔声层内填充耐温吸声材料，使

用耐温布包裹后在保证吸声量、隔热的同时也可避免飞絮造成环境污染。
[0015]

本实用新型采用消声缝结构，该结构消音缝隙装置中的消声缝隙较

小，能够阻碍声音传播，降低噪声，有助于保护电动门主体框架，减少意外损
失，安全可靠。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运动系统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运动轮处设置检修

门，便于检修，地轨采用分体式迷宫结构与底部消声缝配合能够提高隔声量，
同时该结构维修方便。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电器控制系统，采用进口品牌传感器、变频器，能够确

保电动门自动运行时信号控制工作准确无误，调节电动门的行走速度。
[0018]

本实用新型的配电控制方面，可实现根据用户的实际要求进行调节电

动门的行走速度。
[0019]

本实用新型的电器控制部分还采用了交流输出电抗器，以消除变频器

对电子设备的干扰，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供电线路采用安全滑接输电装置，比一
般裸滑线和电缆卷筒等产品安全可靠，采用 PLC 电动控制系统比以往的继电器
控制系统性能稳定，PLC 控制系统调试方便。
[0020]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 2 是附图 1 的俯视图。

[0023]

附图 3 是附图 1 的左视图。

[0024]

附图 4 是附图 3 中 A 的放大图。

[0025]

附图 5 是附图 1 中的电动大门接线图。

[0026]

附图 6 是本实用新型的控制原理图。

[0027]

附图 7 是附图 1 中的控制箱的控制原理图。

[0028]

附图 8 是附图 1 中的控制箱端子接线图。

[0029]

附图 9 是附图 5 中的光电开关投光器接线第一部分图。

[0030]

附图 10 是附图 5 中的光电开关投光器接线第二部分图。

[0031]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 1：

[0033]

一种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其组成包括：电动大门 12、电气控制

系统 13，所述的电动大门包括主门体 1，所述的主门体内部装有骨架 4，所述
的内骨架四周安装有消音缝隙装置 3，所述的骨架内外面分别安装有内隔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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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隔声板 6，所述的主门体下方安装有运动系统 2，所述的骨架上分别安装
有主动轮 7、从动轮 8，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从动轮安装在地轨 9 上，所述的
主门体上方通过滑轮机构 10 与顶部支架 11 固定。
[0034]

实施例 2：

[0035]

根据实施例 1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所述的消音缝隙装置

包括墙体消音缝和门体消音缝，由于尺寸较大，采用分块制作的方法所述的消
音缝隙装置选用 2.0mm 冷轧板正面加工成穿孔板并折弯形成盒状，所述的消音
缝隙装置内部填充有吸声材料。
[0036]

实施例 3：

[0037]

根据实施例 1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所述的电气控制系统

包括减速电动机 14，所述的减速电动机通过电缆 17 分别与控制箱 15、控制盒
18 连接，所述的减速电动机通过所述的电缆与光电开关 16 连接，所述的控制
箱包含 PLC，变频器，直流电源（24VDC），断路器，指示灯等，通过所述的
光电开关信号进入所述的控制箱的 PLC 中，PLC 控制变频器，发出控制信号
给所述的减速电动机，来实现电动大门的开启关闭功能。
[0038]

实施例 4：

[0039]

根据实施例 1-3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开门状态时：当电动

隔声门处于关门到位状态时，由于检测到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3 处于工作状
态（即 PLC 收到反向停止运行信号），此时如果按下开门按钮(SB1 或 SB4)，
PLC 会将开门运行指示灯（H2）点亮，同时通过 PLC 将变频器正向运行端子
（24V 和 LI1）接通，隔声门处于打开运行状态；当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4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加速正向运行信号），同时通过 PLC 将变频器正
向加速运行端子（24V 和 LI3）接通，隔声门处于加速打开运行状态；当隔声
门位置光电开关 SQ5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减速正向运行信号），同时
通过 PLC 将变频器正向减速运行端子（24V 和 LI4）接通，正向加速运行端子
（24V 和 LI3）断开，隔声门处于减速打开运行状态；当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6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正向停止运行信号），此时 PLC 会将开门运
行指示灯（H2）熄灭、正向运行端子（24V 和 LI1）断开、正向减速运行端子
（24V 和 LI4）断开，并将停止运行指示灯（H4）点亮。在此运行期间如果光
电开关 SQ1、SQ2 检测到前方向上有障碍物（即 SQ1、SQ2 处于工作状态），
此时 PLC 将会接收到停止运行信号，将隔声门停止在原地，直至障碍物移除
后，按下开门按钮(SB1 或 SB4)或关门按钮(SB2 或 SB5)，隔声门再一次打开或
关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按停止按钮(SB3 或 SB6)，隔声门停止运动，停在原
地。
[0040]

实施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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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根据实施例 1-4 所述的具有隔声功能的电动大门，关门状态时：当电动

隔声门处于开门到位状态时，由于检测到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6 处于工作状
态（即 PLC 收到正向停止运行信号），此时如果按下关门按钮(SB2 或 SB5)，
PLC 会将关门运行指示灯（H3）点亮，同时通过 PLC 将变频器反向运行端子
（24V 和 LI2）接通，隔声门处于关闭运行状态；当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5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加速反向运行信号），同时通过 PLC 将变频反向
加速运行端子（24V 和 LI3）接通，隔声门处于加速关闭运行状态；当隔声门
位置光电开关 SQ4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减速正向运行信号），同时通
过 PLC 将变频器反向减速运行端子（24V 和 LI4）接通，反向加速运行端子
（24V 和 LI3）断开，隔声门处于减速关闭运行状态；当隔声门位置光电开关
SQ3 处于工作状态（即 PLC 收到反向停止运行信号），此时 PLC 会将关门运
行指示灯（H3）熄灭、反向运行端子（24V 和 LI2）断开、反向减速运行端子
（24V 和 LI4）断开，并将停止运行指示灯（H4）点亮，在此运行期间如果光
电开关 SQ1、SQ2 检测到前方向上有障碍物（即 SQ1、SQ2 处于工作状态），
此时 PLC 将会接收到停止运行信号，将隔声门停止在原地，直至障碍物移除
后，按下开门按钮(SB1 或 SB4)或关门按钮(SB2 或 SB5)，隔声门再一次打开或
关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按停止按钮(SB3 或 SB6)，隔声门停止运动，停在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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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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