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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自动平移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平移

门，其上部有带压缩弹簧的导正轮系机构

5；门体 1 的下沿焊有刚性链条机构 6；开

门器 4 固定于地基上，其输出链轮 38 与

刚性链条 6 相啮合；开门器 4 的传动系统

中设计有离合机构，使得门体既能自动，

在失电情况下亦能手动；本实用新型运行

平稳、安全，功能齐全，适于用作工厂、

宾馆、机关及其它场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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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自动平移门，包含门体(1)、导轨(3)、开门器(4)、红外线装置(7、

8)；所述的门体 1 通过其下部的行走轮(2)支承于所述的导轨(3)上；其特征在

于：还包含导正轮系机构(5)；所述的门体(1)的顶部前后两面分别焊有槽形挡板

(17)，该两块挡板的外侧面与门体(1)的前后两面分别平齐；所述门体(1)顶部正

中部位焊有水平放置并与门体正面平行的导向圆柱(18)；所述门体(1)的下沿固

接有倒“U”形护板(23)，该护板(23)所包容的空间中有一条与该护板点焊连接的

刚性链条传动机构(6)；所述的开门器(4)的底部固接于地基上；所述的开门器(4)

的输出端链轮(38)与所述的刚性链条(6)相啮合；所述的红外线装置的发射器(7)

和接收器(8)分别装于大门口的两侧墙壁或柱上，并处于同一水平线。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正轮系机构

（5）包含尼龙导正压轮（16），该导正压轮（16）套在水平放置并与门体

（1）正面垂直的导正压轮轴（20）上；所述导正压轮（16）的端面为平面，侧

面为凹圆柱面，该凹圆柱面的下沿在工作状态时始终与所述导向圆柱（18）的

上部紧贴；所述的导正压轮轴（20）上还套有倒“U”形支座（13）的两个侧

面，此两个侧面与所述导正压轮（16）之间还套有隔圈（19）；所述导正压轮

轴（20）的两端连接有导轮（15），该导轮（15）位于垂直导向槽（14）之

中；所述的导向槽（14）固接在倒“U”形导正轮系护罩（9）的两个侧边内侧，

所述护罩（9）的上部与水平定位支板（21）固接，所述护罩（9）的侧边下沿

与所述挡板（17）的上沿共线；所述的倒“U”形支座（13）的上部与导柱

（11）的下端固接，所述导柱（11）的上部套在导套（10）中并能在其中上下

滑动；所述的导套（10）穿过所述的护罩（9）的上部和所述的支板（21）并与

支板（21）固接；在所述支座（13）的上部与所述护罩（9）的上部之间设置有

弹簧（12）；所述的水平支板（21）通过筋板焊接在垂直支板（48）上，该垂

直支板（48）通过膨胀螺栓（22）紧固于墙壁或墙柱上。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开门器（4）包

含电机（46）、减速器（41）和离合机构，所述的电机（46）的输出小轮与所

述的减速器（41）的输入大轮之间以皮带（47）相连接。 

4、如权利要求 1 或 3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离合机构包

含输出轴（44），该输出轴的一端外侧支承于滚动轴承（40）的内圈里，另一

端支承于滚动轴承（39）的内圈里并伸出该内圈以外，该伸出端端部套有与之

紧配合的链轮（38）；所述滚动轴承（40）的外圈与轴板（31）固接；所述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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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轴承（39）的外圈与轴板（36）固接；所述轴板（31）和（36）与开门器罩

壳（43）固接为一体；所述输出轴（44）上套有滚动轴承（28）和牙轮套

（25）；所述滚动轴承（28）和（40）的内圈之间有挡套（32）相隔；所述滚

动轴承（28）的内圈的另一端被所述输出轴（44）的梯形突出结构挡住；所述

滚动轴承（28）的外圈上套有与之紧配合的齿轮（27），该齿轮（27）的侧边

设计有与之连为一体的牙轮（26），该牙轮（26）的端面与所述输出轴（44）

垂直；所述的齿轮（27）与所述的减速器（41）的输出齿轮（45）相啮合；所

述的输出轴（44）中部开有一个非圆槽，非圆销（34）穿过该非圆槽并与所述

的牙轮套（25）连接；在所述的牙轮套（25）与所述牙轮（26）相邻的一端设

计有与牙轮（26）端面相平行的牙轮（49）；在所述非圆销（34）与所述输出

轴（44）的轴线相交处攻有与输出轴（44）平行并穿过非圆销（34）的螺纹；

所述输出轴（44）靠所述滚动轴承（40）一端的内侧为一个阶梯形并与所述非

圆槽连通的圆柱孔，离合螺轴（29）置于该圆柱孔内，该离合螺轴（29）的螺

纹端穿过所述非圆销（34）的螺纹孔并与之配合；所述离合螺轴（29）的伸出

端嵌有离合止口键（35）；在所述输出轴（44）的一端端部有一个环形挡圈

（30），该挡圈在安装之后与所述输出轴（44）的端面焊死；所述环形挡圈

（30）正好处于所述离合螺轴（29）的 U 形槽之中；在所述离合螺轴（29）的

突出部位（A）与所述输出轴（44）的圆柱孔的梯形突出部位（B）之间设置一

防震弹簧（33）；在所述的滚动轴承（39）的内圈与所述链轮（38）之间设计

有刚性保护套（37）。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刚性链条机构

（6）是将普通链条（24）置于所述护板（23）中，找平后逐片链条链板与护板

（23）焊接而形成的链条传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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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自动平移门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厂、宾馆、机关及其它场所的大门。 
[0002]    现有平移门一般为手推拉门体或用短齿条、齿轮驱动门体。用手推拉

门体既费时又费力，而且效率低；用齿轮、齿条驱动，是通过交流电动机的联

轴器与减速器的输入轴相连，减速器的输出轴上装一齿轮，门体装多段齿条，

靠齿轮齿条传动带动门体运动，从而达到开关的目的，其不足之处在于：驱动

装置体积大、功能少、噪音大，在多段齿条相接处门体运行不平稳，常常出现

抖动，且导轮不易安装共线，常常出现卡死现象。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开门器体积小，门体运行平稳，噪音

小，安装方便，安全性强，既能自动，在失电情况下又具有手动离合功能的自

动平移门。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设计一种自动平移门，包含门体 1、

导轨 3、开门器 4、红外线装置 7、8 和导正轮系机构 5；所述的门体 1 通过其

下部的行走轮 2 支承于所述的导轨 3 上；所述的门体 1 的顶部前后两面分别焊

有槽形挡板 17，该两块挡板的外侧面与门体 1 的前后两面分别平齐；所述门体

1 顶部正中部位焊有水平放置并与门体正面平行的导向圆柱 18；所述门体 1 的

下沿固接有倒“U”形护板 23，该护板 23 所包容的空间中有一条与该护板点焊连

接的刚性链条传动机构 6；所述的开门器 4 地底部固接于地基上；所述的开门

器 4 的输出端链轮 38 与所述的刚性链条 6 相啮合；所述的红外线装置的发射器

7 和接收器 8 分别装于大门口的两侧墙壁或柱上，并处于同一水平线；所述的

导正轮系机构 5 包含尼龙导正压轮 16，该导正压轮 16 套在水平放置并与门体 1

的正面垂直的导正压轮轴 20 上；所述导正压轮 16 的端面为平面，侧面为凹圆

柱面，该凹圆柱面的下沿在工作状态时始终与所述导向圆柱 18 的上部紧贴；所

述的导正压轮轴 20 上还套有倒“U”形支座 13 的两个侧面，此两个侧面与所述导

正压轮 16 之间还套有隔圈 19；所述导正压轮轴 20 的两端连接有导轮 15，该导

轮 15 位于垂直导向槽 14 之中；所述的导向槽 14 固接在倒“U”形导正轮系护罩

9 的两个侧边内侧，所述护罩 9 的上部与水平定位支板 21 固接，所述护罩 9 的

侧边下沿与所述挡板 17 的上沿共线；所述的倒“U”形支座 13 的上部与导柱 11

的下端固接，所述导柱 11 的上部套在导套 10 中并能在其中上下滑动；所述的

导套 10 穿过所述的护罩 9 的上部和所述的支板 21 并与支板 21 固接；在所述支

座 13 的上部与所述护罩 9 的上部之间设置有弹簧 12；所述的水平支板 21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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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板焊接在垂直支板 48 上，该垂直支板 48 通过膨胀螺栓 22 紧固于墙壁或墙柱

上；所述的开门器 4 包含电机 46、减速器 41 和离合机构；所述的电机 46 的输

出小轮与所述的减速器 41 的输入大轮之间以皮带 47 相连接；所述的离合机构

包含输出轴 44，该输出轴的一端外侧支承于滚动轴承 40 的内圈里，另一端支

承于滚动轴承 39 的内圈里并伸出该内圈以外，该伸出端端部套有与之紧配合的

链轮 38；所述滚动轴承 40 的外圈与轴板 31 固接；所述滚动轴承 39 的外圈与轴

板 36 固接；所述轴板 31 和 36 与开门器罩壳 43 固接为一体；所述输出轴 44 上

套有滚动轴承 28 和牙轮套 25；所述滚动轴承 28 和 40 的内圈之间有挡套 32 相

隔；所述滚动轴承 28 的内圈的另一端被所述输出轴 44 的梯形突出结构挡住；

所述滚动轴承 28 的外圈上套有与之紧配合的齿轮 27，该齿轮 27 的侧边设计有

与之连为一体的牙轮 26，该牙轮 26 的端面与所述输出轴 44 垂直；所述的齿轮

27 与所述的减速器 41 的输出齿轮 45 相啮合；所述的输出轴 44 中部开有一个非

圆槽，非圆销 34 穿过该非圆槽并与所述的牙轮套 25 连接；在所述的牙轮套 25

与所述牙轮 26 相邻的一端设计有与所述牙轮 26 相平行的牙轮 49；在所述非圆

销 34 与所述输出轴 44 的轴线相交处攻有与输出轴 44 平行并穿过非圆销 34 的

螺纹；所述输出轴 44 靠所述滚动轴承 40 一端的内侧为一个阶梯形并与所述非

圆槽连通的圆柱孔，离合螺轴 29 置于该圆柱孔内，该离合螺轴 29 的螺纹端穿

过所述非圆销 34 的螺纹孔并与之配合；所述离合螺轴 29 的伸出端嵌有离合止

口键 35；在所述输出轴 44 的一端端部有一个环形挡圈 30，该挡圈在安装之后

与所述输出轴 44 的端面焊死；所述环形挡圈 30 正好处于所述离合螺轴 29 的 U

形槽之中；在所述离合螺轴 29 的突出部位 A 与所述输出轴 44 的圆柱孔的梯形

突出部位 B 之间设置一防震弹簧 33；在所述的滚动轴承 39 的内圈与所述链轮

38 之间设计有刚性保护套 37；所述的刚性链条 6 是将普通链条 24 置于所述护

板 23 中，找平后逐片链条链板与护板 23 焊接而形成的链条传动机构。 

[0005]    如上所述的本实用新型，由于门体 1 的上部设计有带压缩弹簧机构的

导正轮系 5，确保导正轮 16 始终与门体导柱 18 理想啮合，实现平稳运动。 

[0006]    红外线装置 7 和 8 用以在意外情况下，实现自动停机，增加了安全可靠

性。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刚性链条传动机构 6，由于链条上有承载滚珠，使滑

动变为滚动传动，减少了摩擦力和噪音，提高了传动效率。 

[0008]    由于在电机 46 和减速器 41 之间增加了皮带传动机构 47，当因特殊情

况产生过载而使皮带 47 打滑时，在电路自动控制的配合下，会自动切断电机电

源，从而保护电机和减速器不受损坏。 

[0009]    本实用新型设计了离合机构，在正常情况下，用手动钥塞通过离合止

口键 35 旋转离合螺轴 29，通过非圆销 34 带动牙轮套 25 使牙轮 4 与 26 啮合，

减速器的输出力矩通过齿轮 45、齿轮 27、牙轮 26、牙轮 49、牙轮套 25、非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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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34 和输出轴 44 传给链轮 38，链轮 38 通过刚性链条 6 推动门体 1 运动。在停

电时，用手动钥塞反转离合螺轴 29，使牙轮 26 与 49 分离，此时推动门体，刚

性链条机构 6 传给链轮 38 的力矩不会传给减速器 41，从而实现手动推拉门

体。此种离合机构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安全可靠。 

[0010]    下面对附图进行说明。 

[0011]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正面图； 

[0012]    图 2 为导正轮系结构图； 

[0013]    图 3 为刚性链条定位安装结构正视图； 

[0014]    图 4 为刚性链条定位安装结构侧视图； 

[0015]    图 5 为离合机构剖面图； 

[0016]    图 6 为开门器正视剖面图； 

[0017]    图 7 为开门器去掉顶盖后的俯视图。 

[0018]    各附图中符号含义如下：1 为门体；2 为行走轮；3 为导轨；4 为开门

器；5 为导正轮系机构；6 为刚性链条机构；7 为红外线发射器；8 为红外线接

收器；9 为导正轮系护罩；10 为导套；11 为导柱；12 为弹簧；13 为倒“U”形支

座；14 为导向槽；15 为导轮；16 为尼龙导正压轮；17 为槽形挡板；18 为导向

圆柱；19 为隔圈；20 为导正压轮轴；21 为水平定位支板；22 为膨胀螺栓；23

为倒“U”形护板；24 为链条；25 为牙轮套；26 为牙轮；27 为输出轴齿轮；28

为滚动轴承；29 为离合螺轴；30 为环形挡圈；31 为轴板；32 为挡套；33 为防

震弹簧；34 为非圆牙轮定位销；35 为离合止口键；36 为轴板；37 为刚性保护

套；38 为链轮；39 为滚动轴承；40 为滚动轴承；41 为减速器；43 为开门器罩

壳；44 为驱动轴；45 为减速器输出齿轮；46 为电机；47 为皮带；48 为垂直定

位支板；49 为牙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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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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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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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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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