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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平行移动的柜

门，提出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其包括

有导轨和滑块；滑块有行走块和开门块两

大部件构成，导轨具有依次排列的行走导

槽、开门定位槽、开门一级定位槽、开门

二级定位槽、行走块定位槽和行走导槽，

在导轨近右端、近左端和大致中部位置分

别安装有右门定位块、左门定位块和中门

定位块；2 条导轨分别安装于柜顶上前方

和柜底下前方，导轨内分别安置有 3 个滑

块，位于左、中、右的 3 对滑块分别通过

连接耳安装左柜门、中柜门和右柜门，中

柜门可以打开移动到关门状态的左柜门或

右柜门外侧，左(或右)柜门可以打开移动

到另外 2 个柜门的外侧。本实用新型具有

结构合理、门结构行走平稳和噪声小、使

用方便等特点，适合于高档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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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包括有导轨（5）和滑块； 

导轨（5）为多槽式导轨，其中两侧槽为行走导槽（51 和 56），中间导槽

有行走块定位导槽（55）和开门定位槽（52）； 

滑块有两大部件构成，一为行走块（2），一为开门块（3）；行走块（2）

上安装有至少 4 个行走滚轮（21）和至少 2 个行走定位滚轮（22）；行走块

（2）上设有至少 2 条横向平行的开门块走轮行走槽（23），开门块（3）上安

装有至少 4 个开门块走轮（31），将开门块（3）的开门块走轮（31）对应装入

行走块（2）的开门块走轮行走槽（23）内，开门块 3 通过开门块走轮（31）相

对于行走块（2）移动一段距离；开门块（3）设有开门定位滚轮（32），在行

走块（2）和开门块（3）之间设有回位弹簧（4），开门块（3）上设有门连接

耳（33）；将行走块（2）的行走滚轮（21）置于导轨（5）的行走导槽（51 和

56）内，行走定位滚轮（22）置于导轨（5）的行走块定位导槽（55）内，滑块

通过行走块（2）的行走滚轮（21）、行走定位滚轮（22）和开门块（3）的开

门定位滚轮（32）沿导轨（5）移动； 

其特征在于：导轨（5）具有开门一级定位槽（53）和开门二级定位槽

（54），开门定位槽（52）、开门一级定位槽（53）、开门二级定位槽（54）

和行走块定位槽（55）依次排列于行走导槽（51 和 56）之间，在导轨（5）近

右端位置安装有右门定位块（62），近左端位置安装有左门定位块（61），大

致中部位置安装中门定位块（60）； 

中门定位块（60）插装于导轨（5）上将开门定位槽（52）分隔断，其使开

门定位滚轮（32）可从中门定位块（60）进入开门一级定位槽（53）或从开门

一级定位槽（53）回到中门定位块（60）内与开门定位槽（52）相对应的位

置； 

左门定位块（61）插装于导轨（5）上将开门定位槽（52）、开门一级定位

槽（53）和开门二级定位槽（54）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32）可从左门

定位块（61）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54）或从开门二级定位槽（54）回到左门

定位块（61）内与开门定位槽（52）相对应的位置； 

右门定位块（62）插装于导轨（5）上将开门定位槽（52）、开门一级定位

槽（53）和开门二级定位槽（54）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32）可从右门

定位块（62）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54）或从开门二级定位槽（54）回到左门

定位块（62）内与开门定位槽（52）相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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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其特征在于：2 条导轨（5）

分别作为上导轨安装于柜顶上前方和作为下导轨安装于柜底下前方，上导轨和

下导轨内分别于安置有 3 个滑块，左柜门的上端和下端部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

下导轨左边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33）安装连接，右柜门的上端和下端部分别

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右边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33）安装连接，中柜门的上

端和下端部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中间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33）安装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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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柜门，特别是一种平行移动的柜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柜门多采用传统的平开式门或趟门，平开式门有占据空间大和

使用不便的感觉，趟门要在柜内靠前处设置导轨，占用柜内宝贵空间，打开度

只有一半，也有使用不便的感觉。 

[0003]    现有的平移门只能一级平移，也即只能将柜门拉出平移到其它柜门的

外边，这种平移门和趟门的使用一样，也有使用不便的感觉。 

[0004]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这种平移门将

导轨设置于柜外，解决柜门占用柜内空间和使用不方便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可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 

[0007]    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包括有导轨和滑块；导轨为多槽式导轨，其

中两边两条侧槽为行走导槽，中间导槽有行走块定位导槽和开门定位槽；滑块

有两大部件构成，一为行走块，一为开门块；行走块上安装有至少 4 个行走滚

轮和至少 2 个行走定位滚轮；行走块上设有至少 2 条横向平行的开门块走轮行

走槽，开门块上安装有至少 4 个开门块走轮，将开门块的开门块走轮对应装入

行走块的开门块走轮行走槽内，开门块通过开门块走轮相对于行走块移动一段

距离；开门块设有开门定位滚轮，在行走块和开门块之间设有回位弹簧，开门

块上设有门连接耳；将行走块的行走滚轮置于导轨的两条行走导槽内，行走定

位滚轮置于导轨的行走块定位导槽内，滑块通过行走块的行走滚轮、行走定位

滚轮和开门块的开门定位滚轮沿导轨移动。 

[0008]    导轨还具有开门一级定位槽和开门二级定位槽，开门定位槽、开门一

级定位槽、开门二级定位槽和行走块定位槽依次排列于两行走导槽之间，在导

轨近右端位置安装有右门定位块，近左端位置安装有左门定位块，大致中部位

置安装中门定位块；中门定位块插装于导轨上将开门定位槽分隔断，其使开门

定位滚轮可从中门定位块进入开门一级定位槽或从开门一级定位槽回到中门定

位块内与开门定位槽相对应的位置；左门定位块插装于导轨上将开门定位槽、

开门一级定位槽和开门二级定位槽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可从左门定位块

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或从开门二级定位槽回到左门定位块内与开门定位槽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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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位置；右门定位块插装于导轨上将开门定位槽、开门一级定位槽和开门二

级定位槽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可从右门定位块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或从

开门二级定位槽回到左门定位块内与开门定位槽相对应的位置。 

[0009]    2 条导轨分别作为上导轨安装于柜顶上前方和作为下导轨安装于柜底下

前方，上导轨和下导轨内分别安置有 3 个滑块，左柜门的上端和下端部分别与

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左边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安装连接，右柜门的上端和下端

部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右边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安装连接，中柜门的上

端和下端部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中间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装连接。 

[0010]    门的中部设有门拉手。 

[0011]    关门状态时，左柜门、右柜门和中柜门分别位于柜体左边关门位置、

右边关门位置和中间关门位置，各自连接的滑块行走块的行走滚轮都位于导轨

两边的两条行走导槽内，行走定位滚轮位于导轨的行走块定位导槽内，开门块

定位滚轮则分别位于左门定位块内、右门定位块内和中门定位块内。 

[0012]    要开中柜门时，通过门拉手将柜门向外拉，这时滑块的开门块向外移

动的同时开门定位滚轮从中门定位块进入开门一级定位槽，进一步向左或向右

推动柜门，滑块的行走块的行走滚轮沿行走槽移动、行走定位滚轮沿行走块定

位导槽移动、开门块的开门定位滚轮沿开门一级定位槽移动；使柜门靠于关门

状态的左（或右）柜门的外侧。 

[0013]    要开左（或右）柜门时，通过门拉手将柜门向外拉，这时滑块的开门

块向外移动的同时开门定位滚轮从左（或右）门定位块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

进一步向右（或向左）推动柜门，滑块的行走块的行走滚轮沿行走槽移动、行

走定位滚轮沿行走块定位导槽移动、开门块的开门定位滚轮沿开门二级定位槽

移动；使柜门靠于关门状态的右（或左或中）柜门或靠于开门状态的中柜门外

侧。 

[0014]    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合理、门结构行走平稳和噪声小、使用方便等特

点，适合于高档柜使用。 

[0015]    下面通过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为导轨截面图。 

[0017]    图 2 为导轨(部分)立体图。 

[0018]    图 3 为滑块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4 为图 3 的滑块结构（反转）示意图。 

[0020]    图 5 为导轨安装示意图。 

[0021]    图 6 为导轨和滑块安装示意图。 

[0022]    图 7 为使用状态（关门）示意图。 

[0023]    图 8 为使用状态（开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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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 9 为关门时滑块静止状态示意图。 

[0025]    图 10 为中柜门开门时滑块状态示意图。 

[0026]    图 11 为左（或右）柜门开门时滑块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考图 1—图 11，三门重叠式平移门机构，包括有导轨（5）和滑块； 

[0028]    导轨 5 为多槽式导轨（如图 1、图 2），其中两侧槽为横向相对设置的

行走导槽 51 和 56，中间导槽有行走块定位导槽 55、开门定位槽 52、开门一级

定位槽 53 和开门二级定位槽 54，开门定位槽 52、开门一级定位槽 53、开门二

级定位槽 54 和行走块定位槽 55 依次排列于两行走导槽 51 和 56 之间，在导轨 5

近右端位置安装有右门定位块 62，近左端位置安装有左门定位块 61，大致中部

位置安装中门定位块 60（如图 5）。 

[0029]    参考图 3 和图 4，滑块有两大部件构成，一为行走块 2，一为开门块

3；行走块 2 上安装有 8 个行走滚轮 21 和 2 个行走定位滚轮 22；行走块 2 上分

两组对称共设有 4 条横向平行的开门块走轮行走槽 23，开门块 3 上安装有 8 个

开门块走轮 31，每条开门块走轮行走槽 23 安装 2 个开门块走轮 31，开门块 3

通过开门块走轮 31 于开门块走轮行走槽 23 来回移动一段距离；开门块 3 底部

靠边位置中央设有 1 个开门定位滚轮 32，在行走块 2 和开门块 3 之间设有回位

弹簧 4，开门块 3 上设有门连接耳 33。 

[0030]    结合参考图 9、图 10 和图 11，将行走块 2 的行走滚轮 21 置于导轨 5 的

两行走导槽（51 和 56）内，行走定位滚轮 22 置于导轨 5 的行走块定位导槽 55

内，滑块通过行走块 2 的行走滚轮 21、行走定位滚轮 22 和开门块 3 的开门定位

滚轮 32 沿导轨 5 移动。 

[0031]    结合参考图 5 和图 1，中门定位块 60 插装于导轨 5 上大致中间位置将

开门定位槽 52 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 32 可从中门定位块 60 进入开门一级

定位槽 53 或从开门一级定位槽 53 回到中门定位块 60 内与开门定位槽 52 相对

应的位置；左门定位块 61 插装于导轨 5 上近左端位置将开门定位槽 52、开门

一级定位槽 53 和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分隔断，其使开门定位滚轮 32 可从左门定

位块 61 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或从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回到左门定位块 61 内

与开门定位槽 52 相对应的位置；右门定位块 62 插装于导轨 5 上近右端位置将

开门定位槽 52、开门一级定位槽 53 和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分隔断，其使开门定

位滚轮 32 可从右门定位块 62 进入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或从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回到左门定位块 62 内与开门定位槽 52 相对应的位置。 

[0032]    结合参考图 6 和图 7，2 条导轨 5 分别作为上导轨安装于柜 10 的柜顶上

前方和作为下导轨安装于柜底下前方，上导轨和下导轨内分别设置有 3 个于滑

块，左柜门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左边的滑块通过门连接耳

33 安装连接，右柜门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右边的滑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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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连接耳 33 安装连接，中柜门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位于上导轨和下导轨中间的

滑块通过门连接耳 33 安装连接。 

[0033]    关门状态时（如考图 7），左柜门、右柜门和中柜门分别位于柜体左边

关门位置、右边关门位置和中间关门位置，各自连接的滑块行走块的行走滚轮

21 都位于导轨两边的两条行走导槽 51 和 56 内，行走定位滚轮 22 位于导轨的行

走块定位导槽 55 内，开门块定位滚轮 32 则分别位于左门定位块 61、右门定位

块 61 和中门定位块 60 内。 

[0034]    参考图 6、图 8、图 9 和图 10，要开中柜门 100 时，通过门拉手将柜门

向外拉，这时滑块的开门块 3 向外移动的同时开门定位滚轮 32 从中门定位块

60（图 9 位置）进入开门一级定位槽 53（图 10 位置），进一步向左或向右推

动中柜门 100，滑块的行走块行走滚轮 21 沿行走槽(51 和 56)移动、行走定位滚

轮 22 沿行走块定位导槽 55 移动、开门块的开门定位滚轮 32 沿开门一级定位槽

53 移动（如图 10）；使中柜门 100 靠于关门状态的左柜门 101 或右柜门 102 的

外侧（如图 8）。 

[0035]    要开左柜门 101 时，通过门拉手将柜门向外拉，这时滑块的开门块 3 向

外移动的同时开门定位滚轮 32 从左门定位块 61（图 9 位置）进入开门二级定

位槽 54（图 11 位置），进一步向右推动柜门，滑块的行走块 2 的行走滚轮 21

沿行走槽（51 和 56）移动、行走定位滚轮 22 沿行走块定位导槽 55 移动、开门

块 3 的开门定位滚轮 32 沿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移动（如图 11）；使左柜门 101

靠于关门状态的右柜门 102 和开门状态的中柜门 100 外侧（如图 8），或靠于

关门状态的中柜门 100 外侧。 

[0036]    要开右柜门 102 时，通过门拉手将柜门向外拉，这时滑块的开门块 3 向

外移动的同时开门定位滚轮 32 从右门定位块 62（图 9 位置）进入开门二级定

位槽 54（图 11 位置），进一步向左推动柜门，滑块的行走块 2 的行走滚轮 21

沿行走槽（51 和 56）移动、行走定位滚轮 22 沿行走块定位导槽 55 移动、开门

块 3 的开门定位滚轮 32 沿开门二级定位槽 54 移动（如图 11）；使右柜门 102

靠于关门状态的左柜门 101 和开门状态的中柜门 100 外侧（或靠于关门状态的

中柜门 100 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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