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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平移门控

制装置，包括平移门和控制器，所述平移

门设有交流电机，两边设置有磁铁，交流

电机设置有限位器，所述控制器与交流电

机线路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设

有单片机控制模块、LED 数码显示屏、按

键模块、行程控制模块、干簧管、红外线

电眼、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

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与 LED 数码显示屏、

按键模块、行程控制模块、红外线电眼、

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连接，所

述行程控制模块与限位器和干簧管连接，

工频变压器与电源连接；提供一种可视

化、实时显示平移门运行状态的平移门控

制装置。 

 



 1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包括平移门和控制器，所述平移门设有交流电

机，两边设置有磁铁，交流电机设置有限位器，所述控制器与交流电机线路连

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设有单片机控制模块、LED 数码显示屏、按键模

块、行程控制模块、干簧管、红外线电眼、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

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与 LED 数码显示屏、按键模块、行程控制模块、红外线电

眼、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连接，所述行程控制模块与限位器和干簧

管连接，工频变压器与电源连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双向传送各个模块之间

的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器为可视化实时显示运行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

模块采用数字化按键。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

线电眼设在平移门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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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门控制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在建设美丽中国和城镇化建设的热潮中，平移门

产业的发展也日益增大，面对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平移门的控制装置越来

越趋向操作简单方便；而现有平移门的控制装置主要是通过电位器对平移门的

运行力度、反弹阻力、缓启动和缓停力度等功能的调节，但是电位器的调节精

准度低、调节幅度不易控制，造成平移门各个重要运行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

误反弹、不反弹、慢速运行时过快或过慢等问题，而且电位器的使用寿命短，

不能实时显示平移门各个主要参数的设定状态。 

[0003]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视化、实时显示平移门运行状态的平移门控制

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包括平移门和控制器，所述平移门设有交

流电机，两边设置有磁铁，交流电机设置有限位器，所述控制器与交流电机线

路连接；所述控制器设有单片机控制模块、LED 数码显示屏、按键模块、行程

控制模块、干簧管、红外线电眼、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所述单片

机控制模块与 LED 数码显示屏、按键模块、行程控制模块、红外线电眼、无线

信号接收模块和工频变压器连接，所述行程控制模块与限位器和干簧管连接，

工频变压器与电源连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双向传送各个模块之间的信息。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器为可视化实时显示运行状态。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按键模块采用数字化按键。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红外线电眼设在平移门的边缘。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采用数字化按键模块和 LED 数

码显示屏的控制器，能直观显示平移门的运行状态；可对运行力度、反弹阻力

和缓启动力度进行高精度的可视化调节，操作简单，细化了平移门调节幅度和

精准度，使的运行更加平稳、安全。 

附图说明 

[0011]    图 1 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的结构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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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

新型的优点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13]    参考图 1 所示：一种新型平移门控制装置，包括平移门 2 和控制器 1，

所述平移门 2 设有交流电机 21，两边设置有磁铁 20，交流电机 21 设置有限位

器 16，所述控制器 1 与交流电机 21 线路连接；所述控制器 1 设有单片机控制模

块 10、LED 数码显示屏 12、按键模块 13、行程控制模块 14、干簧管 17、红外

线电眼 15、无线信号接收模块 18 和工频变压器 11，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 10 与

LED 数码显示屏 12、按键模块 13、行程控制模块 14、红外线电眼 15、无线信

号接收模块 18 和工频变压器 11 连接，所述行程控制模块 14 与限位器 16 和干

簧管 17 连接，工频变压器 11 与电源连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 10 双向传送各

个模块之间的信息。 

[0014]    所述控制器 1 为可视化调节设置，实时显示平移门 2 运行状态。 

[0015]    所述按键模块 13 采用数字化按键，用于设置调节平移门 2 的运行力

度、反弹阻力、缓启动或缓停力度。 

[0016]    所述行程控制模块 14 用于控制平移门 2 从左边到右边来回时交流电机

21 的运行状态。 

[0017]    所述红外线电眼 15 设在平移门 2 的边缘，探测平移门 2 一定范围内的

物体，避免人物夹伤或碰撞，实时将探测信号传送给单片机控制模块 10。 

[0018]    所述无线信号接收模块 18 用来接收遥控器发出的指令信号，并将信号

传送给单片机控制模块 10 来启动交流电机 21 工作，控制平移门 2 开或关。 

[0019]    控制器运作时，电源通过工频变压器 11 对控制器 1 提供工作电源，在

日常通过无线信号接收模块 18 接收无线遥控器（未图示）信号指令，反馈给单

片机控制模块 10 控制交流电机 21 运行，实现对平移门 2 进行开门或是关门；

当平移门 2 达到 左边或是 右边时行程控制模块 14 通过干簧管 17 和磁铁 20

的配合断开电源，停止交流电机 21 运作。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采用数字化按键模块和 LED 数

码显示屏的控制器，能直观显示平移门的运行状态；可对运行力度、反弹阻力

和缓停启动力度进行高精度的可视化调节，操作简单，细化了平移门调节幅度

和精准度，使的运行更加平稳、安全。 

[0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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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