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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平移门，安装在建

筑物外围的出入口处，包括门框、架设在

门框上的门体、导向机构，门体包括中空

底梁、位于底梁上方的栅栏体，底梁包括

上壁、下壁、左侧壁、右侧壁，栅栏体的

下端固定在底梁的上壁上，底梁上沿着长

度方向设置有多个能将热量从高温区传递

至低温区的热管，各个热管具有第一端

部、第二端部以及中间段，导热单元的第

一端部与底梁的左侧壁相导热连接，导热

单元的第二端部与底梁的右侧壁相导热连

接。通过在底梁的两侧相对侧壁上设置用

于导热的热管，使得底梁的两侧即使不能

同时照射到阳光，但是也能保持温度场均

匀，使得底梁的两侧壁之间无热膨胀差、

不易产生完全变形，从而保证了平移门能

一直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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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平移门，安装在建筑物外围的出入口处，包括门框、架设在所述的门

框上的门体、导向机构，所述的门体包括中空底梁、位于所述的底梁上方的栅

栏体，所述的底梁包括上壁、下壁、左侧壁、右侧壁，所述的栅栏体的下端固

定在所述的底梁的上壁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梁上沿着长度方向设置有多

个能将热量从高温区传递至低温区的热管，各个所述的热管具有第一端部、第

二端部以及中间段，所述的导热单元的第一端部与所述的底梁的左侧壁相导热

连接，所述的导热单元的第二端部与所述的底梁的右侧壁相导热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向机构包括底座和

固定在所述的底座上的导向轮，所述的底梁在位于所述的上壁、下壁、左侧

壁、右侧壁的内侧形成供所述的导向轮沿底梁长度方向无障碍通过的通道，所

述的底梁的下壁上开设有供所述的导向轮穿过并收容在所述的通道内的缺口。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梁由左侧底梁单

元和右侧底梁单元焊接而成，所述的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均由一个独

立的钢板折弯而成，所述的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大致呈 C 型。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管为平板热管。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管的第一端部和第

二端部分别焊接在所述的底梁的左、右侧壁上。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管的中间段呈扁平

状，所述的中间段贴合在所述的底梁的内壁面或外壁面上。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6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梁的外壁面或内

壁面上设置有凹槽，所述的凹槽同时位于所述的左侧壁、上壁以及右侧壁上，

所述的热管收纳在所述的凹槽内。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梁的外壁面上包覆

有装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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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平移门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建筑物外围的出入口处的平移门。它通过一个底

梁支撑在固定点或门框上。 
[0002]    平移门是一种常见的、安装在建筑物外围出人口处的设备。一般的平

移门都是位于露天环境下的。在白天的很多时段，这些平移门都是一侧朝向太

阳，一侧背向太阳。这样对于尺寸较大的平移门来说，由太阳光照射产生的热

量从平移门的一侧传到另一侧的时间会很长，这样就会导致平移门两侧长时间

处于温度不均的状况下，而温度不均会在平移门的朝阳侧和背阳侧产生热膨胀

差和弯曲变形。对于平移门来说，如果底梁变形，将会导致门无法正常平移。 

[0003]    申请号为 200710002795.X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自承重或在轨道上

滑动的栅栏门，该栅栏门能解决上述提及的底梁变形的问题。该栅栏门通过在

底梁的一侧和另一侧包覆隔热壁,该隔热壁能用来吸收在底梁上的热膨胀差，因

此此种带有隔热壁的底梁能有效避免由太阳光照射引起的弯曲变形。但是，该

种包覆有隔热壁的底梁结构也有缺陷，由于隔热壁是包覆在底梁的两侧壁的外

壁面上的，不仅会导致底梁变得臃肿，使得门框的尺寸变大。而且由于一般的

隔热材料都是非金属的，长时间露天环境下，容易被腐蚀损坏，导致其隔热效

果变差，从而不能有效的阻止太阳光的热量被底梁的其中一个侧壁吸收而产生

弯曲变形。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带有不易弯曲变形底梁的平

移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平移门，安

装在建筑物外围的出入口处，包括门框、架设在所述的门框上的门体、导向机

构，所述的门体包括中空底梁、位于所述的底梁上方的栅栏体，所述的底梁包

括上壁、下壁、左侧壁、右侧壁，所述的栅栏体的下端固定在所述的底梁的上

壁上，所述的底梁上沿着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能将热量从高温区传递至低温区

的热管，各个所述的热管具有第一端部、第二端部以及中间段，所述的导热单

元的第一端部与所述的底梁的左侧壁相导热连接，所述的导热单元的第二端部

与所述的底梁的右侧壁相导热连接。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导向机构包括底座和固定在所述的

底座上的导向轮，所述的底梁在位于所述的上壁、下壁、左侧壁、右侧壁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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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形成供所述的导向轮沿底梁长度方向无障碍通过的通道，所述的底梁的下壁

上开设有供所述的导向轮穿过并收容在所述的通道内的缺口。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底梁由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

元焊接而成，所述的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均由一个独立的钢板折弯而

成，所述的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大致呈 C型。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热管为平板热管。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热管的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分别焊

接在所述的底梁的左、右侧壁上。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热管的中间段呈扁平状，所述的中

间段贴合在所述的底梁的内壁面或外壁面上。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底梁的外壁面或内壁面上设置有凹

槽，所述的凹槽同时位于所述的左侧壁、上壁以及右侧壁上，所述的热管收纳

在所述的凹槽内。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所述的底梁的外壁面上包覆有装饰壁。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通过在底梁的两侧相对侧壁

上设置用于导热的热管，这样由于热管的高效导热性能，使得底梁的两侧即使

不能同时照射到阳光，但是也能时刻趋于温度场均匀，从而使得底梁的两侧壁

之间热膨胀差小，变形量小，从而保证了平移门能一直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

下。 

[0014]    附图 1为本发明的平移门的结构图； 

[0015]    附图 2为本发明的底梁的横截面示意图； 

[0016]    附图中，1、门框；2、门体；21、底梁；211、上壁；212、下壁；

213、左侧壁；214、右侧壁；215、缺口；216、通道；217、凹槽；22、栅栏

体；3、导向机构；31、底座；32、导向轮；4、热管；41、第一端部；42、第

二端部；43、中间段。 

[0017]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8]    如图 1所示，该图展示了一种无轨式平移门，该平移门包括门框 1、门

体 2以及导向机构 3。门框 1固定安装在地面（浇注混凝土的地面）上，分为

左框体 11和右框体 12，门体 2沿着门框 1平移从而实现对建筑物外围出入口

的开、关。 

[0019]    门体 2包括底梁 21、栅栏体 22。栅栏体 22的下端固定焊接在底梁 21

上。导向机构 3包括底座 31和固定在底座 31上的导向轮 32。 

[0020]    如图 2所示，底梁 21由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焊接而成，左侧

底梁单元和右侧底梁单元均由一个独立的钢板折弯而成，左侧底梁单元和右侧

底梁单元大致呈 C型。底梁 21包括上壁 211、下壁 212、左侧壁 213、右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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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底梁 21在位于上壁 211、下壁 212、左侧壁 213、右侧壁 214的内侧形成

供导向轮 32沿底梁 21长度方向无障碍通过的通道 216，底梁 21的下壁 212上

开设有供导向轮 32穿过并收容在通道 216内的缺口 215。底梁 21上沿着长度

方向设置有多个能将热量从高温区传递至低温区的热管 4，热管 4具有第一端

部 41、第二端部 42以及中间段 43。热管 4的两个端部分别被焊接在底梁 21的

左侧壁 213和右侧壁 214上，焊接完成后要保证焊接处形成优良的热传导效

果。在热管 4中，第一端部 41和第二端部 42中一个端部是蒸发端、另一端部

为冷凝端，中间段为绝热段。在焊接时，要保证蒸发端焊接在底梁 21朝向侧的

侧壁上，冷凝端焊接在底梁 21背阳一侧的侧壁上。如果热管 4采用的是热流可

逆性热管的话，由于蒸发端与冷凝端可变，则焊接时就无需顾及位置关系。 

[0021]    上述热管 4的选取数量可根据底梁 21的长度以及平移门所安装的环境

中具体的日照参数进行选择，例如可以在底梁的长度方向上，每隔 25cm设置

一个热管，热管的结构。 

[0022]    热管 4优选用平板热管，并且热管 4的中间段 43最好呈扁平状，这样

便于中间段 43贴合在底梁 21的内壁面或外壁面上。为了使得安装热管 4后的

底梁外壁面和内壁面平整，底梁 21的外壁面或内壁面上设置有凹槽 217（该附

图所示实施例的凹槽设置在外壁面上），凹槽 217同时位于左侧壁 213、上壁

211以及右侧壁 214上，即凹槽 217沿着底梁 21的上半部分壁的外壁面设置。

热管 4的第一端部 41、第二端部 42以及中间段 43均收纳在凹槽 217内。为了

保证底梁 21外观美观，在底梁 21的外壁面上还可以包覆有装饰壁。 

[0023]    以上对本发明做了详尽的描述，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人士

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

据本发明的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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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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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