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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冷库平移

门，为了解决目前所用冷库移门在关闭时

存在密封性不强的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

案是：主要由上导轨、下导轨、门板、第

一、二滚轮、第一、二、三导轮组成，在

上导轨门框两侧设有第一下凹、第二下

凹，且第一、二下凹偏向门框，第一、二

滚轮分别连接于第一、二吊座，并分别置

于上导轨中，第一、二吊座分别固定于门

板两侧的上端，下导轨在开门侧设有错位

的第一、二导轮，第二导轮离门框的距离

比第一导轮要远，下导轨在闭门侧设有第

三导轮，第一、三导轮离门框的距离相

等。本实用新型在闭门时，门板能紧贴门

框，能保持冷库很好的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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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冷库平移门，其特征在于：主要由上导轨、下导轨、门板、第一、二

滚轮、第一、二、三导轮组成，在上导轨门框两侧设有第一下凹、第二下凹，

且第一、二下凹偏向门框，第一、二滚轮分别连接于第一、二吊座，并分别置

于上导轨中，第一、二吊座分别固定于门板两侧的上端，下导轨在开门侧设有

错位的第一、二导轮，第二导轮离门框的距离比第一导轮要远，在下导轨闭门

侧设有第三导轮，第一、三导轮离门框的距离相等，当门开启时，门的底部置

于第二导轮上，第一、二滚轮处于上导轨中，当门关闭时，门板底部置于第

一、三导轮上，第一滚轮处于上导轨的第一下凹中，第二滚轮处于上导轨的第

二下凹中。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冷库平移门，其特征在于：第一、二、三导轮呈锥

形，门板底部设有与第一、二、三导轮相匹配的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冷库平移门，其特征在于：第一、二、三导轮

可自由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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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冷库平移门 

 

[0001]    (一)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冷库移门。 

[0003]    (二)背景技术 

[0004]    冷库门在关闭时必须密封，否则会引起冷气的外泄。目前习用的冷库

移门在关闭时存在密封性不强的的问题。 

[0005]    (三)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目前所用冷库移门在关闭时存在密封性不强的的

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主要由上导轨、下导轨、门板、第一、二滚轮、

第一、二、三导轮组成，在上导轨门框两侧设有第一下凹、第二下凹，且第

一、二下凹偏向门框，第一、二滚轮分别连接于第一、二吊座，并分别置于上

导轨中，第一、二吊座分别固定于门板两侧的上端，下导轨在开门侧设有错位

的第一、二导轮，第二导轮离门框的距离比第一导轮要远，下导轨在闭门侧设

有第三导轮，第一、三导轮离门框的距离相等，当门开启时，门的底部置于第

二导轮上，第一、二滚轮处于上导轨中，当门关闭时，门板底部置于第一、三

导轮上，第一滚轮处于上导轨的第一下凹中，第二滚轮处于上导轨的第二下凹

中。 

[0007]    第一、二、三导轮呈锥形，门板底部设有与第一、二、三导轮相匹配

的凹槽。 

[0008]    第一、二、三导轮可自由转动，便于门板的移动。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有：由于在上导轨设置了第一、二下凹且第

一、二下凹都弯向门框，因此在闭门时，第一、二滚轮分别处于第一、二下凹

中，使门板下移并上端紧贴门框；又下导轨上设有离门框比第二导轮更近的第

一、第三导轮，第一、第三导轮处于门板下底部凹槽中，因此在闭门时，会使

门板下端紧贴门框。总而言之，本实用新型在闭门时，门板能紧贴门框，能保

持冷库很好的密封性。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1]    (四)附图说明 

[0012]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关闭时上导轨和第一、二滚轮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3]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开启时上导轨和第一、二滚轮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4]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门板下底部的凹槽示意图； 



 3

[0015]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第一滚轮与第一吊座的分解结构图； 

[0016]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关闭时门板下底部和第一、三导轮的位置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 6 为本实用新型开启时门板下底部和第二导轮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8]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参见图 1、图 2、图 3、图 4、图 5 和图 6，一种冷库平移门，

主要由上导轨 10、下导轨 20、门板 30、第一、二滚轮 11、12、第一、二、三

导轮 21、22、23 组成，上导轨 10 在靠近门框两侧设有第一、二下凹 13、14，

且第一、二下凹 13、14 偏向门框，第一、二滚轮 11、12 分别连接于第一吊座

40、第二吊座，并分别置于上导轨 10 中，第一吊座 40、第二吊座分别固定于

门板 30 两侧地上端，在闭门侧下导轨 20 设有第三导轮 23，在开门侧的下导轨

20 设有第一、二导轮 21、22，第二导轮 22 离门框的距离比第一导轮 21 要远，

第一、三导轮 21、23 离门框的距离相等，第一、二、三导轮 21、22、23 呈锥

形并可自由转动，门板 30 底部设有与第一、二、三导轮 21、22、23 相匹配的

凹槽 31； 

[0020]    当门开启时，门的底部凹槽 31 处于第二导轮 22 上，第一、二滚轮

11、12 处于上导轨 10 中； 

[0021]    当门关闭时，门板 30 底部凹槽 31 处于第一、三导轮 21、23 上，第

一、二滚轮 11、12 分别处于上导轮的第一、二下凹 13、14 中。 

[0022]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为：把上导轨 10 固定门框上沿，下导轨 20 固定

于门框底。 

[0023]    设初始为开启状态(第一滚轮 11 不会滑入第二下凹 14 中)，此时，门板

30 下底部凹槽 3 1 处于第二导轮 22 上，门板 30 不与门框紧贴(这样在开启时可

减少门板 30 密封条与门框的摩擦，延长密封条使用寿命)，慢慢移动门板 30，

当门板 30 接近封闭门框时，门板 30 下底部凹槽 31 脱离第二导轮 22，接触到第

三导轮 23，门板 30 下底部凹槽 31 在第一、三导轮 21、23 的作用下靠近并紧贴

门框，同时第一滚轮 11 滑入上导轨 10 的第一下凹 13 中和第二滚轮 12 滑入上

导轨 10 的第二下凹 14 中，这样使门板 30 的上端下降和靠近门框，从而门板 30

下降和整个门板 30 紧贴门板 30，因此本实用新型可使门板 30 密封条紧贴门

框，从而可有效防止冷气外泄。 

[0024]    当开门时，用本公司专用的安全推杆把门顶开(因开门时一方面要把门

板 30 顶升另一方面要使门板 30 外移，因此需要较大的作用力)，在顶开的瞬

时，第一、二滚轮 11、12 分别移出第一、二下凹 13、14，同时，第三导轮 23

远离门板 30 底部凹槽 31 和第二导轮 22 进入门板 30 底部凹槽 31，门板 30 的上

下两端同时外移，这样使整个门板 30 外移，并且整个门板 30 同时往上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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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减少门板 30 底部凹槽 31 和第一、二导轮 21、22 的磨擦，便于移动，而后

可手工操作，轻松地推开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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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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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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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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