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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平移门。包括电机、移

门支架、移门、导轨，滚轮支架、滚轮、

定位挡块；所述导轨包括支承导轨、引导

导轨和驱动导轨，其中支承导轨不长于引

导导轨和驱动导轨；所述滚轮支架包括支

承滚轮支架、引导滚轮支架和驱动滚轮支

架；所述滚轮包括支承滚轮、引导滚轮和

驱动滚轮；所述支承导轨传动连接支承

轮；所述引导导轨连接在所述移门的下

端，该引导导轨下端设有所述定位挡块，

引导导轨传动连接引导轮；所述驱动导轨

连接在移门上，驱动轮传动连接驱动导

轨，优点是：1)在移门合上时，支承轨的

悬臂长度大大减短，使其所受弯矩减少，

导轨平直性会更好，从而使移门运行更平

稳；2)便于本发明产品的运输；3)节省支

承轨的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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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平移门，包括电机、移门支架、移门、导轨，滚轮支架和滚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定位挡块；所述导轨包括支承导轨、引导导轨和驱动导轨，其中

支承导轨不长于引导导轨和驱动导轨；所述滚轮支架包括支承滚轮支架、引导

滚轮支架和驱动滚轮支架；所述滚轮包括支承滚轮、引导滚轮和驱动滚轮；所

述支承滚轮、引导滚轮和驱动滚轮分别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承滚轮支架、引导滚

轮支架和驱动滚轮支架上；至少两所述支承滚轮支架间隔一定距离地固定连接

在移门支架上，所述支承导轨传动连接支承轮；至少两个引导滚轮支架间隔一

定距离地固定连接在支承导轨上，所述引导导轨连接在所述移门的下端，该引

导导轨下端设有所述定位挡块，引导导轨传动连接引导轮；所述驱动导轨连接

在移门上，所述驱动支架固定连接在移门支架对应于驱动导轨的位置处，所述

电机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轮，驱动轮传动连接驱动导轨，使驱动导轨沿驱动轮切

线方向移动，带动移门随之运动，当定位销触接支承滚轮支架或平衡轮支架

时，支承导轨随移门运动。 

根据权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挡块设置在引导导

轨下端面的两端侧相对于引导滚轮支架的两位置处。 

根据权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导轨连接在引导导

轨上方的移门上。 

根据权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滚轮支架上设有两

对中心高度不同的滚轮，每对滚轮对称设置在滚轮支架上。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为双侧矩形导

轨，所述每对滚轮中位于对应支架上两侧的齿轮分别置于对应一侧矩形导轨的

内，中心高度高的所述滚轮上端与矩形导轨内侧上端面接触，中心高度低的所

述滚轮下端与矩形导轨内侧下端面接触。 

根据权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导轨与引导导轨平

行。 

根据权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通过一齿轮传动机

构与驱动轮传动连接。 

根据权要求 7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传动机构设置在驱

动滚轮支架对称中心的位置上，包括主动齿轮、第一从动齿轮、第二从动齿

轮、和过度齿轮，主动齿轮分别啮合传动第一从动齿轮和过度齿轮，过度齿轮

啮合传动第二从动齿轮，所述电机的转轴与主动齿轮的转轴连接，两对驱动轮

分别对称连接在第一从动齿轮和第二从动齿轮的转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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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平移门 

 

[0001]     
[0002]    本发明涉及移动门，尤其涉及一种平移门。 

[0003]    现有的一种平移门如图 1，移门支架上设支承滚轮支架 3 和平衡轮支架

4，两个支架间隔一定距离，移门 1 的下端连接有导轨 2，导轨要长出移门一

段，其长出的长度基本为两个支架间的距离。两支架上分别连接滚轮 6，滚轮 6

置于导轨 2 内，滚轮在动力的驱动下，会传动导轨 2，使其带动移门移动。当

移门完全合上时，悬吊在移门支架外，呈悬臂状，移门依靠其长出移门的一段

导轨支承于述两支架上。 

[0004]    因此为了对移门在悬臂状时进行平衡，支承滚轮支架 3 和平衡轮支架 4

必须有一定距离，从而使移门支架的长度尺寸受到一定制约，不能做的较短

小。此外，移门下端连接的导轨必须长于移门的长度，较长的导轨会增加耗

材，还不便于运输，因为长于 4 米的材料用一般的卡车就不能稳妥地放置。再

有，移门下端拖出一个长长的尾巴，使门的美观性受到影响。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出一种平移门，该平

移门将原有的导轨做成由支承轨和引导轨组合成的可收缩的轨道，改变了移门

的受力状态并使轨道的长度减小。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所述平移门，包括电机、移门支架、移门、导轨，滚轮支架和滚轮，

还包括定位挡块；所述导轨包括支承导轨、引导导轨和驱动导轨，其中支承导

轨不长于引导导轨和驱动导轨；所述滚轮支架包括支承滚轮支架、引导滚轮支

架和驱动滚轮支架；所述滚轮包括支承滚轮、引导滚轮和驱动滚轮；所述支承

滚轮、引导滚轮和驱动滚轮分别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承滚轮支架、引导滚轮支架

和驱动滚轮支架上；至少两所述支承滚轮支架间隔一定距离地固定连接在移门

支架上，所述支承导轨传动连接支承轮；至少两个引导滚轮支架间隔一定距离

地固定连接在支承导轨上，所述引导导轨连接在所述移门的下端，该引导导轨

下端设有所述定位挡块，引导导轨传动连接引导轮；所述驱动导轨连接在引导

导轨上方的移门上，所述驱动滚轮支架固定连接在移门支架对应于驱动导轨的

位置处，所述电机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轮，驱动轮传动连接驱动导轨，使驱动导

轨沿驱动轮切线方向移动，带动移门随之运动，当定位销触接支承滚轮支架或

平衡轮支架时，支承导轨随移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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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定位挡块设置在引导导轨下端面

的两端侧相对于引导滚轮支架的两位置处。 

[0008]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每一所述滚轮支架上设有两对中心高

度不同的滚轮，每对滚轮对称设置在滚轮支架上。 

[0009]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导轨为双侧矩形导轨，所述每对

滚轮中位于对应支架上两侧的齿轮分别置于对应一侧矩形导轨的内，中心高度

高的所述滚轮上端与矩形导轨上端内测接触，中心低的所述滚轮下端与矩形导

轨下端下测接触。 

[0010]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驱动导轨与引导导轨平行。 

[0011]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电机通过一齿轮传动机构与驱动

轮传动连接。 

[0012]    所述平移门的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齿轮传动机构设置在驱动滚轮支

架对称中心的位置上，包括主动齿轮、第一从动齿轮、第二从动齿轮、和过度

齿轮，主动齿轮分别啮合传动第一从动齿轮和过度齿轮，过度齿轮啮合传动第

二从动齿轮，所述电机的转轴与主动齿轮的转轴连接，两对驱动轮分别对称连

接在第一从动齿轮和第二从动齿轮的转轴上。 

[0013]    本发明的移门不再需要长于移门的较长支承导轨来平衡处于完全悬臂

的移门，通过支承轨与移门的相对运动，支承轨可移动地支承在移门下方，使

的支承轨长度大大减小并小于移门长度，由此产生这样的有益效果：1）在移门

合上时，支承轨的悬臂长度大大减短，使其所受弯矩减少，导轨平直性会更

好，从而使移门运行更平稳；2）便于本发明产品的运输；3）节省支承轨的用

材。 

[0014]     

[0015]    图 1 是现有一种平移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 2 是本发明平移门的合上时的示意图。 

[0017]    图 3 是本发明平移门的完全打开时的示意图。 

[0018]    图 4 是支承导轨与支承滚轮和引导导轨与引导滚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5 是驱动导轨支与驱动滚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 6 是图 2 所示平移门的 A 部位放大图。 

[0021]    图 7 是图 4、5 所示的滚轮支架的 C 向结构示意图。 

[0022]    图 8 是齿轮传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 移门，2 导轨，10 移门支架，11 移门，30 支承导轨，31 支承

滚轮支架，32 支承滚轮，40 引导导轨，41 引导滚轮支架，42 引导滚轮，43 定

位挡块，50 驱动导轨，51 驱动滚轮支架，52 驱动滚轮，60 齿轮传动机构，61

主动齿轮，62 第一从动齿轮，63 第二从动齿轮，64 过度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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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对照图 2、图 3，本发明将现有技术中的导轨设计为一种导轨组合，

即：一驱动导轨 50 和相互移动可伸缩变化的支承导轨 30 与引导导轨 40。支承

导轨 30、引导导轨 40 和驱动导轨 50 均为双侧矩形导轨，请参见图 4、图 5，

其中支承导轨短于引导导轨和驱动导轨。引导导轨 40 连接在移门 11 的下端，

其中该导轨的下端面两端分别设有定位挡块 43。驱动导轨 50 连接在引导导轨

上方的移门上，且与引导导轨 40 平行。 

[0025]    结合图 6，两支承滚轮支架 31 相互间隔一定距离固定连接在移门支架

1，两引导滚轮支架 41 相互间隔一定距离固定连接在支承导轨 30 的上端。驱动

滚轮支架 51 固定连接在移门支架 10 上，其对应于驱动导轨 50 的高度处。支承

滚轮支架 31 和引导滚轮支架 41 结构相同，请再参见图 4，只是支承滚轮支架

31 的尺寸要比引导滚轮支架 41 大。驱动滚轮支架 51 的结构与支承滚轮支架

31、引导滚轮支架 41 相似，只是在该支架对称中心处设置齿轮传动机构 60，

请再参见图 5。两对支承滚轮 32、两对引导滚轮 42 和两对驱动滚轮 52 分别对

称置于所对应的支承滚轮支架 31、引导滚轮支架 41 和驱动滚轮支架 51 的对称

两侧，相对于所对应的滚轮支架可转动。上述支承滚轮支架 31、引导滚轮支架

41 和驱动滚轮支架 51 上的每一侧的两滚轮置于所对应的支承导轨 30、引导导

轨 40 和驱动导轨 50 对应的侧矩形导轨内。上述的三滚轮支架上的两对滚轮其

中心高度有差别，参见图 7，使得每侧矩形导轨内的两滚轮分别与矩形导轨内

测的上、下端面接触连接，以此使支承导轨 30、引导导轨 40 和驱动导轨 50 分

别与支承滚轮 32、引导滚轮 42 和驱动滚轮 52 传动连接。 

[0026]    对照图 8，齿轮传动机构 60 主要由主动齿轮 61、第一从动齿轮 62、第

二从动齿轮 63 和过度齿轮 64 组成，主动齿轮 61 分别啮合传动第一从动齿轮 62

和过度齿轮 64，过度齿轮 64 啮合传动第二从动齿轮 63，电机 70 的与主动齿轮

的传动连接，两对驱动轮 52 分别对称连接在第一从动齿轮 62 和第二从动齿轮

63 的转轴上。 

[0027]    在平移门由图 2 所示的完全打开状态开始闭合时，电机驱动齿轮传动

机构 60 中的主动齿轮 61，从而使第一从动齿轮 62、第二从动齿轮 63 转动，带

动两对驱动轮 52 转动，传动驱动导轨 50 移动，传动驱动导轨带动移门运动。

此时，支承轨 30 不动，移门及连接在移门下端的引导导轨 50 相对支承轨 30 运

动。当引导导轨 50 下端面右端侧的定位挡块触及到支承轨 30 上的右侧引导滚

轮支架时，支承导轨与移门一起移动，直至移门完全闭合，如图 3 的状态。此

时支承导轨上左端的支承滚轮支架支承在移门下端中部，改变了原先（例如图

1 所示）导轨完全伸出与移门相同的长度，并全部支承在整个移门的下端，使

支承导的悬臂长度大为减少，由此弯矩减小，其受力状态得到改善，支承导轨

的平直度会更好，移门运行会更平稳。这样，支承导轨可以做的较短，使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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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时伸出移门支架的部分可以做的很短，甚至与移门支架齐平，这样即使移

门更美观又便于材料运输。 

[0028]    在平移门由图 3 所示的完全合上状态打开时，同样驱动滚轮支架上的

齿轮传动机构 60 驱动两对驱动滚轮 52，并传动驱动轮导轨 50 移动并带动移门

运动，起先支承导轨不移动，当引导导轨 50 下端面左端侧的定位挡块触及到支

承轨 30 上的左侧引导滚轮支架时，支承导轨与移门一起移动，直至移门完全打

开，如图 2 所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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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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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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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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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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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