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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减速电机，

驱动机构和减速机构，驱动机构包括机芯

和驱动轴，减速机构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

圆盘和与输出轴，驱动轴为锥蜗杆，减速

圆盘为锥蜗轮，锥蜗杆与锥蜗轮相配合；

还公开了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包括框

架，框架上设置有移动机构、传动机构和

前述的减速电机，传动机构与移动机构相

配合，减速电机驱动传动机构；驱动轴为

锥蜗杆，减速圆盘为锥蜗轮，锥蜗杆与锥

蜗轮相配合，使得减速电机遇阻反弹灵

敏，且驱动机构与减速机构为一级减速，

在减速电机收到控制器的制动信息后能迅

速制动，从而实现平移门的安全运行；锥

蜗杆为四头蜗杆时，制动时遇阻反弹更灵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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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减速电机，包括驱动机构和减速机构，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机芯和驱

动轴，所述的机芯驱动所述的驱动轴，所述的减速机构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

盘和输出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轴为锥蜗杆，所述的减速圆盘为锥蜗轮，

所述的锥蜗杆与所述的锥蜗轮相配合。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减速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锥蜗杆为四头蜗

杆。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一种减速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轴通过第

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一轴承设置在所述的驱动轴的尾部，所述的

机芯设置在所述的第一轴承和所述的第二轴承之间，所述的输出轴通过第三轴

承和第四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三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的头部与所述的减速

圆盘之间，所述的第四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的尾部。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所述的一种减速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出轴

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 

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包括框架，所述的框架上设置有减速电机、传动机

构和移动机构，所述的传动机构与所述的移动机构相配合，所述的减速电机包

括驱动机构和减速机构，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机芯和驱动轴，所述的减速机构

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盘和输出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轴为锥蜗杆，所述

的减速圆盘为锥蜗轮，所述的锥蜗杆与所述的锥蜗轮相配合，所述的输出轴与

所述的传动机构相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锥蜗杆为

四头蜗杆。 

根据权利要求 5 或 6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轴

通过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一轴承设置在所述的驱动轴的尾部，

所述的机芯设置在所述的第一轴承和所述的第二轴承之间；所述的输出轴通过

第三轴承和第四轴承等位，所述的第三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的头部与所述

的减速圆盘之间，所述的第四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的尾部。 

根据权利要求 5 或 6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出轴

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所述的传动机构包括皮带轮、皮带和张紧轮，所述的

圆柱直齿与所述的皮带轮相配合，所述的张紧轮通过所述的皮带与所述的皮带

轮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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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动机构

包括设置在框架上的导轨和在所述的导轨上运行的吊架，所述的吊架通过连接

架与所述的皮带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轨上设

置有止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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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减速电机及使用该减速电机的平移门运行装置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机，尤其是涉及一种减速电机及一种使用该减

速电机的平移门运行装置。 
[0002]    平移门因为其自动感应式开、关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广泛使

用于写字楼大门、电梯等设施中。平移门的开、关门通过电机带动运行，最初

的平移门因为电机的制动很差，发生了很多事故。有关人员为解决电机的制动

问题，将减速机构添加到了电机中，开发出了减速电机，减速效果很好。现有

的减速电机中的驱动机构与减速机构之间的传动机构比较多，从驱动机构到减

速机构之间的反应所需要的时间较长，导致制动不够灵敏，还是会发生平移门

夹人事故。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制动反应灵敏的减速电

机；并提供一种使用该减速电机实现安全运行的平移门运行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减速电机，

包括驱动机构和减速机构，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机芯和驱动轴，所述的减速机

构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盘和输出轴，所述的驱动轴为锥蜗杆，所述的减速圆

盘为锥蜗轮，所述的锥蜗杆与所述的锥蜗轮相配合。 

[0005]    所述的锥蜗杆为四头蜗杆。 

[0006]    所述的驱动轴通过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一轴承设置在

所述的驱动轴的尾部，所述的机芯设置在所述的第一轴承和所述的第二轴承之

间；所述的输出轴通过第三轴承和第四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三轴承设置在所述

的输出轴的头部与所述的减速圆盘之间，所述的第四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

的尾部。 

[0007]    所述的输出轴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 

[0008]    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包括框架，所述的框架上设置有减速电机、传

动机构和移动机构，所述的传动机构与所述的移动机构相配合，所述的减速电

机包括驱动机构和减速机构，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机芯和驱动轴，所述的减速

机构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盘和输出轴，所述的驱动轴为锥蜗杆，所述的减速

圆盘为锥蜗轮，所述的锥蜗杆与所述的锥蜗轮相配合，所述的输出轴与所述的

传动机构相连接。 

[0009]    所述的锥蜗杆为四头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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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驱动轴通过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一轴承设置在

所述的驱动轴的尾部，所述的机芯设置在所述的第一轴承和所述的第二轴承之

间；所述的输出轴通过第三轴承和第四轴承定位，所述的第三轴承设置在所述

的输出轴的头部与所述的减速圆盘之间，所述的第四轴承设置在所述的输出轴

的尾部。 

[0011]    所述的输出轴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所述的传动机构包括皮带轮、

皮带和张紧轮，所述的圆柱直齿与所述的皮带轮相配合，所述的张紧轮通过所

述的皮带与所述的皮带轮联动。 

[0012]    所述的移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框架上的导轨和在所述的导轨上运行的吊

架，所述的吊架通过连接架与所述的皮带连接。 

[0013]    所述的导轨上设置有止位体。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驱动轴为锥蜗杆，减速圆盘

为锥蜗轮，锥蜗杆与锥蜗轮相配合，使得减速电机遇阻反弹灵敏，在减速电机

收到控制器的制动信息后能迅速制动，从而实现平移门的安全运行。 

[0015]    锥蜗杆为四头蜗杆时，遇阻反弹更灵敏。 

[0016]    驱动轴通过第一轴承和第二轴承定位，输出轴通过第三轴承和第四轴

承定位，使得电机运行稳定。 

[0017]    输出轴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输出时扭矩更均匀。 

[0018]    输出轴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传动机构包括皮带轮、皮带和张紧

轮，圆柱直齿与皮带轮相配合，张紧轮通过皮带与皮带轮联动，传动时比较稳

定。 

[0019]    移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框架上的导轨和在导轨上运行的吊架，吊架通过

连接架与皮带连接，装配时比较方便，利于后期维护。 

[0020]    导轨上设置有止位体，防止平移门相撞或脱轨。 

[0021]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电机的立体图； 

[0022]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电机的正视图； 

[0023]    图 3 为图 2 区域 A 的内部结构图； 

[0024]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四头蜗杆的左视图； 

[0025]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电机的仰视图； 

[0026]    图 6 为图 5 区域 B 的结构图； 

[0027]    图 7 为本实用新型平移门运行装置的示意图。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 1： 

[0030]    一种减速电机，驱动机构 21 和减速机构 22，驱动机构 21 包括机芯 211

和驱动轴 212，减速机构 22 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盘 221 和输出轴 222，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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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212 为锥蜗杆，减速圆盘 221 为锥蜗轮，锥蜗杆与锥蜗轮相配合。其中，锥

蜗杆为四头蜗杆，遇阻反应更灵敏。 

[0031]    在本实施例中，驱动轴 212 通过第一轴承 23 和第二轴承 24 定位，第一

轴承 23 设置在驱动轴的尾部，机芯 211 设置在第一轴承 23 和第二轴承 24 之

间；输出轴 222 通过第三轴承 25 和第四轴承 26 定位，第三轴承 25 设置在输出

轴 222 的输出端与减速圆盘 221 之间，第四轴承 26 设置在输出轴 222 的尾部。 

[0032]    其中，输出轴 222 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 27，输出时扭矩更均匀。 

[0033]    实施例 2： 

[0034]    一种平移门运行装置，包括框架 1，框架 1 上设置有减速电机 2、传动

机构 3、移动机构 4 和控制器 6，传动机构 3 与移动机构 4 连接，减速电机 2 包

括驱动机构 21 和减速机构 22，驱动机构 21 包括机芯 211 和驱动轴 212，减速

机构 22 包括同轴连接的减速圆盘 221 和输出轴 222，驱动轴 212 为锥蜗杆，减

速圆盘为锥蜗轮 221，锥蜗杆与锥蜗轮相配合。其中，锥蜗杆为四头蜗杆，遇

阻反应更灵敏。 

[0035]    在本实施例中，驱动轴 212 通过第一轴承 23 和第二轴承 24 定位，第一

轴承 23 设置在驱动轴的尾部，机芯 211 设置在第一轴承 23 和第二轴承 24 之

间；输出轴 222 通过第三轴承 25 和第四轴承 26 定位，第三轴承 25 设置在输出

轴 222 的输出端与减速圆盘 221 之间，第四轴承 26 设置在输出轴 222 的尾部。 

[0036]    且输出轴 222 的头部设置有圆柱直齿 27，传动机构 3 包括皮带轮 31、

皮带 32 和张紧轮 33，圆柱直齿 27 与皮带轮 31 相配合，张紧轮 31 通过皮带 32

与皮带轮 33 联动。 

[0037]    其中，移动机构 4 包括设置在框架 1 上的导轨 41 和在导轨 41 上运行的

吊架 42，吊架 42 通过连接架 43 与皮带 32 连接。 

[0038]    另外，导轨 41 上设置有止位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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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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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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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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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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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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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