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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幕墙平移门，

其包括结构门框、开启门扇以及平移连

杆，该开启门扇连接在该平移连杆上，当

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从

该结构门框中被推出，由该平移连杆限制

该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离，当

该开启门扇完全被打开的时候，该开启门

扇与该结构门框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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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幕墙平移门，其特征在于：包括结构门框、开启门扇以及平移连杆，

该开启门扇连接在该平移连杆上，当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从

该结构门框中被推出，由该平移连杆限制该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

离，当该开启门扇完全被打开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与该结构门框相平行， 

该平移连杆包括主连杆，该主连杆一端连接在轴承上，而该主连杆的另外

一端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上，该主连杆包括第一连接杆以及第二连接杆，该

第一连接杆与该第二连接杆固定连接，并在该第一连接杆与该第二连接杆之间

形成一平移夹角，该第一连接杆与该轴承相连接，该第二连接杆与该开启门扇

相连接，在该开启门扇上固定设置有主枢接板，主枢接头一端活动枢接在该主

枢接板上，该主枢接头的另外一端螺合在该第二连接杆的端部。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幕墙平移门，其特征在于：该平移连杆还包括辅

连杆，该辅连杆一端活动枢接在枢接座上，该辅连杆的另外一端活动枢接在辅

枢接板上，该辅枢接板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上，该辅连杆包括第一辅助杆、

第二辅助杆以及螺合杆，该第一辅助杆以及该第二辅助杆分别螺合在该螺合杆

的两端。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幕墙平移门，其特征在于：该结构门框上固定连

接有幕墙玻璃固定件，幕墙玻璃通过该幕墙玻璃固定件被固定连接在该结构门

框上。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幕墙平移门，其特征在于：该开启门扇的侧端设

置有锁头，与该锁头相对应在该结构门框上设置有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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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幕墙平移门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幕墙门，特别是指一种在开启完成的时候门扇与

门框相平行的并且应用在幕墙结构中的平移门。 
[0002]    众所周知，幕墙具有质量轻、设计灵活、抗震能力强等诸多优点，其

中，幕墙在相同面积的比较下，玻璃幕墙的质量约为粉刷砖墙的 1/10～1/12，

是大理石、花岗岩饰面湿工法墙的 1/15，是混凝土挂板的 1/5～1/7。一般建

筑，内、外墙的质量约为建筑物总重量的 1/4～1/5。采用幕墙可大大的减轻建

筑物的重量，从而减少基础工程费用，幕墙的艺术效果好，建筑师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设计各种造型，可呈现不同颜色，与周围环境协调，配合光照等使建

筑物与自然融为一体，让高楼建筑减少压迫感，正是由于上述幕墙的特点，现

在幕墙结构已经很普遍的应用在建筑物外墙的设计中。 

[0003]    幕墙结构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在其结构中都会包括一些开启门、窗的结

构设计，传统的应用在幕墙中的门、窗结构一般都是采用铰链式的连接，在具

体实施的时候这类门、窗都是采用翻转的方式进行开启，而采用翻转的方式进

行开启的门、窗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存在着空间占用范围大、连接强度不高等缺

点，而此是为传统技术的主要缺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幕墙平移门，其在开启完成的时候门扇与门框处

于平行状态，从而达到减小开启所需要空间的作用，另外开启门扇是连接在平

移连杆上的，由平移连杆能够限制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离，所以本

实用新型的结构具有较高的结构强度，而此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幕墙平移门，其包括结构门

框、开启门扇以及平移连杆，该开启门扇连接在该平移连杆上，当本实用新型

的幕墙平移门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位于该结构门框中，而当本实

用新型的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从该结构门框中被推出，由该

平移连杆限制该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离，当该开启门扇完全被打开

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与该结构门框相平行。 

[0006]    该结构门框上固定连接有幕墙玻璃固定件，幕墙玻璃通过该幕墙玻璃

固定件被固定连接在该结构门框上。 

[0007]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开启门扇的侧端设置有锁头，与该锁头相对应

在该结构门框上设置有锁扣，通过该锁头以及该锁扣的结构设计，使该开启门

扇能够锁死在该结构门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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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该平移连杆包括主连杆，该主连杆一端连接在轴承上，而该主连杆的

另外一端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上，借助该轴承以及该主连杆能够使该开启门

扇以推出、平移的形式开启，当该开启门扇被开启后，该开启门扇与该结构门

框相平行，该主连杆包括第一连接杆以及第二连接杆，该第一连接杆与该第二

连接杆固定连接，并在该第一连接杆与该第二连接杆之间形成一平移夹角，在

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第一连接杆、该第二连接杆的长度以及该平移夹角的大小

决定了该开启门扇开启横向平移的距离。 

[0009]    该第一连接杆与该轴承相连接，该第二连接杆与该开启门扇相连接，

在该开启门扇上固定设置有主枢接板，主枢接头一端活动枢接在该主枢接板

上，该主枢接头的另外一端螺合在该第二连接杆的端部，通过该主枢接头与该

第二连接杆之间的螺合关系能够具体调整该第二连接杆与该开启门扇之间的距

离，从而确定该开启门扇横向平移的距离。 

[0010]    该平移连杆还包括辅连杆，该辅连杆一端活动枢接在枢接座上，该辅

连杆的另外一端活动枢接在辅枢接板上，该辅枢接板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

上，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通过该辅连杆辅助该开启门扇运动，并且提升该开启

门扇与该平移连杆之间的连接强度，该辅连杆包括第一辅助杆、第二辅助杆以

及螺合杆，该第一辅助杆以及该第二辅助杆分别螺合在该螺合杆的两端，通过

三者的螺合关系能够具体确定调整该辅连杆的整体长度，从而配合该主连杆确

定该开启门扇横向平移的距离。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当本实用新型的幕墙平

移门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位于该结构门框中，而当本实用新型的

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从该结构门框中被推出，由该平移连杆

限制该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离，当该开启门扇完全被打开的时候，

该开启门扇与该结构门框相平行。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当本实用新型的幕墙平

移门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位于该结构门框中，而当本实用新型的

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从该结构门框中被推出，由该平移连杆

限制该开启门扇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离，当该开启门扇完全被打开的时候，

该开启门扇与该结构门框相平行。 

[0013]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开启门扇关闭时候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开启门扇开启时候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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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图 1 至 2 所示，一种幕墙平移门，其包括结构门框 10、开启门扇 20

以及平移连杆 30。 

[0016]    该开启门扇 20 连接在该平移连杆 30 上。 

[0017]    当本实用新型的幕墙平移门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该开启门扇 20 位于

该结构门框 10 中。 

[0018]    而当本实用新型的幕墙平移门被开启的时候，该开启门扇 20 从该结构

门框 10 中被推出，由该平移连杆 30 限制该开启门扇 20 的运动轨迹以及移动距

离，当该开启门扇 20 完全被打开的时候，该开启门扇 20 与该结构门框 10 相平

行。 

[0019]    该结构门框 10 上固定连接有幕墙玻璃固定件 11，幕墙玻璃 12 通过该

幕墙玻璃固定件 11 被固定连接在该结构门框 10 上。 

[0020]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开启门扇 20 的侧端设置有锁头 21，与该锁头

21 相对应在该结构门框 10 上设置有锁扣 22。 

[0021]    通过该锁头 21 以及该锁扣 22 的结构设计，使该开启门扇 20 能够锁死

在该结构门框 10 中。 

[0022]    该平移连杆 30 包括主连杆 40，该主连杆 40 一端连接在轴承 31 上，而

该主连杆 40 的另外一端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 20 上。 

[0023]    借助该轴承 31 以及该主连杆 40 能够使该开启门扇 20 以推出、平移的

形式开启，当该开启门扇 20 被开启后，该开启门扇 20 与该结构门框 10 相平

行。 

 

[0024]    借助该轴承 31 以及该主连杆 40 能够使该开启门扇 20 以推出、平移的

形式开启，当该开启门扇 20 被开启后，该开启门扇 20 与该结构门框 10 相平

行。 

[0025]    该主连杆 40 包括第一连接杆 41 以及第二连接杆 42，该第一连接杆 41

与该第二连接杆 42 固定连接，并在该第一连接杆 41 与该第二连接杆 42 之间形

成一平移夹角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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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第一连接杆 41、该第二连接杆 42 的长度以及该

平移夹角 43 的大小决定了该开启门扇 20 开启横向平移的距离。 

[0027]    该第一连接杆 41 与该轴承 31 相连接。 

[0028]    该第二连接杆 42 与该开启门扇 20 相连接。 

[0029]    在该开启门扇 20 上固定设置有主枢接板 44，主枢接头 45 一端活动枢

接在该主枢接板 44 上，该主枢接头 45 的另外一端螺合在该第二连接杆 42 的端

部。 

[0030]    通过该主枢接头 45 与该第二连接杆 42 之间的螺合关系能够具体调整该

第二连接杆 42 与该开启门扇 20 之间的距离，从而确定该开启门扇 20 横向平移

的距离。 

[0031]    该平移连杆 30 还包括辅连杆 50，该辅连杆 50 一端活动枢接在枢接座

51 上，该辅连杆 50 的另外一端活动枢接在辅枢接板 52 上。 

[0032]    该辅枢接板 52 固定连接在该开启门扇 20 上。 

[0033]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通过该辅连杆 50 辅助该开启门扇 20 运动，并且提

升该开启门扇 20 与该平移连杆 30 之间的连接强度。 

[0034]    该辅连杆 50 包括第一辅助杆 53、第二辅助杆 54 以及螺合杆 55，该第

一辅助杆 53 以及该第二辅助杆 54 分别螺合在该螺合杆 55 的两端。 

[0035]    通过三者的螺合关系能够具体确定调整该辅连杆 50 的整体长度，从而

配合该主连杆 40 确定该开启门扇 20 横向平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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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