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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体阻尼器，包

括具有流体腔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外设置

有滚动齿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腔内

设置有相互啮合的主动轮和被动轮，所述

的主动轮与所述的滚动齿轮轴接，所述的

主动轮和被动轮一起将流体腔分成第一流

体腔和第二流体腔，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

第二流体腔的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连通，

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所述的第二流体腔的

另一侧由第二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

流体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其优点是该流

体阻尼器结构简单、缓冲效果好且使用寿

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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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流体阻尼器，包括具有流体腔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外设置有滚动齿

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腔内设置有相互啮合的主动轮和被动轮，所述的主

动轮与所述的滚动齿轮轴接，所述的主动轮和被动轮一起将流体腔分成第一流

体腔和第二流体腔，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第二流体腔的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连

通，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所述的第二流体腔的另一侧由第二流体通道连通，所

述的第一流体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流体阻尼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

上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流体阻尼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

由两段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由第一流体腔向第二流体腔延伸，第二段通道由

第二流体腔向第一流体腔延伸，第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大体平

行，第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之间设置有所述的流量调节阀。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流体阻尼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

内设置有第一阀位和第二阀位，所述的第一阀位靠近第一流体腔，所述的第二

阀位靠近第二流体腔，所述的单向阀位于所述的第一阀位内。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种流体阻尼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量调节阀的

调节开关伸出壳体外。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流体阻尼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腔内的流

体为油。 

7.一种平移门装置，包括平移门和移动轨道，所述的平移门上固定有吊架，

所述的吊架可在移动轨道上移动，所述的移动轨道上平铺有齿条，所述的流体

阻尼器包括具有流体腔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外设置有滚动齿轮，所述的滚动齿

轮可在所述的齿条上滚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腔内设置有相互啮合的主动

轮和被动轮，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滚动齿轮轴接，所述的主动轮和被动轮一

起将流体腔分成第一流体腔和第二流体腔，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第二流体腔的

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所述的第二流体腔的另一侧由

第二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动轨道一端

固定设置有牵引器，所述的平移门上固定有阻尼器底座，所述的流体阻尼器设

置在所述的阻尼器底座上，所述的牵引器通过钢索与所述的流体阻尼器底座连

接。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

上设置流量调节阀，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由两段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由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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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腔向第二流体腔延伸，第二段通道由第二流体腔向第一流体腔延伸，第一

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大体平行，第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

的尾段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流体通

道内设置有第一阀位和第二阀位，所述的第一阀位靠近第一流体腔，所述的第

二阀位靠近第二流体腔，所述的单向阀位于所述的第一阀位内，所述的牵引器

上靠近流体阻尼器一侧设置有缓冲器，所述的吊架上设置有滚动轮，所述的移

动轨道上设置有导轨，所述的滚动轮与所述的导轨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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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流体阻尼器及使用该阻尼器的平移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阻尼器，尤其是涉及一种流体阻尼器及使用该阻尼器

的平移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有许多不同构造及不同应用领域的流体阻尼器。流体

阻尼器安装在家具门上，可以缓冲家具门的关闭运动，防止家具门快速运动对

门框的撞击，避免产生较大的撞击声或造成对家具门的损坏。随着时代的进

步，为了人们的出入方便，在办公楼或其他公共场所应用了自控门，自控门避

免了开关门的麻烦。但自控门技术要求较高，需要用到感应装置、复杂的控制

电路和电机等等，因此成本较高，也使容易发生故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流体阻尼器及使用该阻尼器的

平移门装置，该流体阻尼器结构简单、缓冲效果好且使用寿命长，将其应用在

平移门上，在平移门关闭的时候，由于流体阻尼器的缓冲作用，降低平移门移

动速度，防止人体被夹以及撞击带来的门体损坏。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流体阻尼器，包

括具有流体腔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外设置有滚动齿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

腔内设置有相互啮合的主动轮和被动轮，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滚动齿轮轴

接，所述的主动轮和被动轮一起将流体腔分成第一流体腔和第二流体腔，所述

的第一流体腔与第二流体腔的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

所述的第二流体腔的另一侧由第二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上设置

有单向阀。 

[0005]    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上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0006]    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由两段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由第一流体腔向第

二流体腔延伸，第二段通道由第二流体腔向第一流体腔延伸，第一段通道的尾

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大体平行，第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之间

设置有所述的流量调节阀。 

[0007]    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内设置有第一阀位和第二阀位，所述的第一阀位

靠近第一流体腔，所述的第二阀位靠近第二流体腔，所述的单向阀位于所述的

第一阀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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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的流量调节阀的调节开关伸出壳体外。 

[0009]    所述的流体腔内的流体为油。 

[0010]    一种平移门装置，包括平移门和移动轨道，所述的平移门上固定有吊

架，所述的吊架可在移动轨道上移动，所述的移动轨道上平铺有齿条，所述的

流体阻尼器包括具有流体腔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外设置有滚动齿轮，所述的滚

动齿轮可在所述的齿条上滚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流体腔内设置有相互啮合的

主动轮和被动轮，所述的主动轮与所述的滚动齿轮轴接，所述的主动轮和被动

轮一起将流体腔分成第一流体腔和第二流体腔，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第二流体

腔的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腔与所述的第二流体腔的另一

侧由第二流体通道连通，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 

[0011]    所述的移动轨道一端固定设置有牵引器，所述的平移门上固定有阻尼

器底座，所述的流体阻尼器设置在所述的阻尼器底座上，所述的牵引器通过钢

索与所述的流体阻尼器底座连接。 

[0012]    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上设置流量调节阀，所述的第二流体通道由两段

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由第一流体腔向第二流体腔延伸，第二段通道由第二流

体腔向第一流体腔延伸，第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大体平行，第

一段通道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尾段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0013]    所述的第一流体通道内设置有第一阀位和第二阀位，所述的第一阀位

靠近第一流体腔，所述的第二阀位靠近第二流体腔，所述的单向阀位于所述的

第一阀位内，所述的牵引器上靠近流体阻尼器一侧设置有缓冲器，所述的吊架

上设置有滚动轮，所述的移动轨道上设置有导轨，所述的滚动轮与所述的导轨

相互配合。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当滚动齿轮带动主动轮作顺时针

转动时，被动轮作逆时针转动，第一流体腔的流体从主动轮和被动轮中间流向

第二流体腔，第二流体腔的液体从两侧的第一流体通道和第二流体通道流向第

一流体腔，此时第一流体通道上的单向阀处于打开状态，第一流体腔内的流体

再流向第二流体腔，以此往复。 

[0015]    当滚动齿轮带动主动轮作逆时针转动时，被动轮作顺时针转动，第二

流体腔的流体从主动轮和被动轮中间流向第一流体腔，此时处于第一流体通道

上的单向阀在流体的作用下关闭，第一流体腔内的压力由于流体的聚集而增

大，会对主动轮和被动轮的转动产生阻力，使其转动速度放缓，第一流体腔内

的压力由于流体的不断聚集而逐渐增大，主动轮和被动轮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从而使滚动齿轮的滚动速度放慢。达到了阻尼的目的。该流体阻尼器结构简

单、缓冲效果好且使用寿命长。 

[0016]    流量调节阀的作用，可以调节流体回流的速度，从而根据不同需要，

调节阻尼器的阻尼大小。 



 5

[0017]    设置两个阀位，可以根据安装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将单向阀安装在其

中某个一个阀位上，扩大了阻尼器的适用性。 

[0018]    当推开平移门时，吊架在移动轨道上移动，此时阻尼器上的滚动齿轮

在齿条上滚动，阻尼器内的单向阀处于开启状态，所以阻尼器基本不起作用。

当关闭平移门的时候，单向阀处于关闭状态，此时阻尼器产生作用，在关门的

过程中，阻尼器产生的阻尼作用不断增强，平移门的移动速度越来越慢，从而

避免人体被夹以及撞击带来的门体损坏。 

[0019]    安装了牵引器后，在平移门被移开后，其会自动关闭。牵引器上的钢

索牵动阻尼器底座，从而牵动平移门关闭。当人通过平移门后，平移门会自动

关闭，防止室内能源的流失，达到了低碳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 1 为本发明流体阻尼器的外部结构图； 

[0021]    图 2 为本发明流体阻尼器的内部结构图； 

[0022]    图 3 为本发明平移门装置的结构图； 

[0023]    图 4 为本发明吊架与移动轨道的配合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5]    一种流体阻尼器，包括具有流体腔 1 的壳体 2，流体腔 1 内的流体为

油。 

[0026]    壳体 2 外设置有滚动齿轮 3，流体腔 1 内设置有相互啮合的主动轮 4 和

被动轮 5，滚动齿轮 3 与主动轮 4 轴接，主动轮 4 和被动轮 5 一起将流体腔 1 分

成第一流体腔 11 和第二流体腔 12，第一流体腔 11 与第二流体腔 12 的一侧由第

一流体通道 13 连通，第一流体腔 11 与第二流体腔 12 的另一侧由第二流体通道

14 连通，第一流体通道 13 上设置有单向阀 6。 

[0027]    第二流体通道 14 由两段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 141 由第一流体腔向第

二流体腔延伸，第二段通道 142 由第二流体腔向第一流体腔延伸，第一段通道

141 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 142 的尾段大体平行，第一段通道 141 的尾段与第二段

通道 142 的尾段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7。 

[0028]    第一流体通道 13 内设置有第一阀位 131 和第二阀位 132，第一阀位 131

靠近第一流体腔 11，第二阀位 132 靠近第二流体腔 12，单向阀 6 位于第一阀位

131 内。 

[0029]    流量调节阀 7 的调节开关 71 伸出壳体 2 外。 

[0030]    一种平移门装置，包括平移门 8 和移动轨道 9，平移门 8 上固定有吊架

10，吊架 10 可在移动轨道 9 上移动，移动轨道 9 上平铺有齿条 15，流体阻尼器

18 包括具有流体腔 1 的壳体 2，壳体 2 外设置有滚动齿轮 3，流体腔 1 内设置有

相互啮合的主动轮 4 和被动轮 5，滚动齿轮 3 与主动轮 4 轴接，滚动齿轮 3 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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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条 15 上滚动，主动轮 4 和被动轮 5 一起将流体腔 1 分成第一流体腔 11 和第

二流体腔 12，第一流体腔 11 与第二流体腔 12 的一侧由第一流体通道 13 连通，

第一流体腔 11 与第二流体腔 12 的另一侧由第二流体通道 14 连通，第一流体通

道 13 上设置有单向阀 6。 

[0031]    移动轨道 9 一端固定设置有牵引器 16，平移门 8 上固定有阻尼器底座

17，流体阻尼器 18 设置在阻尼器底座 17 上，牵引器 16 通过钢索 19 与流体阻

尼器底座 17 连接。 

[0032]    第二流体通道 14 由两段通道组成，第一段通道 141 由第一流体腔 11 向

第二流体腔 12 延伸，第二段通道 142 由第二流体腔 12 向第一流体腔 11 延伸，

第一段通道 141 的尾段与第二段通道 142 的尾段大体平行，第一段通道 141 的

尾段与第二段通道的 142 尾段之间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7。 

[0033]    第一流体通道 13 内设置有第一阀位 131 和第二阀位 132，第一阀位 131

靠近第一流体腔 11，第二阀位 132 靠近第二流体腔 12，单向阀 6 位于第一阀位

131 内，牵引器 16 上靠近流体阻尼器一侧设置有缓冲器 20，吊架 10 上设置有

滚动轮 21，移动轨道 9 上设置有导轨 91，滚动轮 21 与导轨 91 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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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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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图 3 



 10

 

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