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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平移门的

自动插销机构，包括门竖边框(6)、内竖

框(5)、链节(8)和插销(10)，门竖边框

(6)装置于门扇(7)外侧，门竖边框(6)外

侧壁上设置有外凹槽(6.1)，外凹槽(6.1)

底壁面上设置有内凹槽(6.2)，内竖框(5)

置于外凹槽(6.1)内，内竖框(5)内侧壁上

设置有内凹槽(5.1)，链节(8)有多节，每

节链节包括连杆(2)、销轴(3)和弹簧

(9)，弹簧(9)套置于销轴(3)上，连杆(2)

一端套置于销轴(3)的中间，另一端套置

于相邻链节的销轴中间，相邻链节的两销

轴分别嵌置于内凹槽(6.2)和内凹槽(5.1)

内，链节(8)上端固定，下端与插销(10)

上端相连，插销(10)下端自由下垂。采用

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

后，只要门处于关闭状态，插销就可以自

动落下。因此既省工又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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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门竖边框(6)、内竖框

(5)、链节(8)和插销(10)， 

所述的门竖边框(6)，装置于门扇(7)外侧，门竖边框(6)外侧壁上自上至下竖

向设置有外凹槽(6.1)，外凹槽(6.1)开口向外，外凹槽(6.1)底壁面上自上至下竖

向设置有内凹槽(6.2)，内凹槽(6.2)开口也向外，内凹槽(6.2)槽型类似于横置的

“T”型， 

所述的内竖框(5)，置于门竖边框(6)的外凹槽(6.1)内，内竖框(5)内侧壁上自

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内凹槽(5.1)，内凹槽(5.1)开口向里，与门竖边框的外凹槽(6.1)

开口相对设置，内凹槽(5.1)槽型也类似于横置的“T”型， 

所述的链节(8)有多节，每节链节包括连杆(2)、销轴(3)和弹簧(9)，弹簧(9)有

一件，套置于销轴(3)上，连杆(2)一端套置于销轴(3)的中间，另一端套置于相邻

链节的销轴中间，相邻链节的两销轴分别嵌置于门竖边框的内凹槽(6.2)和内竖

框的内凹槽(5.1)内，链节(8)上端固定，下端与插销(10)上端相连，插销(10)下端

自由下垂。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其特征在于链

节(8)还包括有滚子(1)，滚子(1)有两件，前、后各一件，装置于销轴(3)的前、

后两端，相邻链节的两销轴连同其两端的滚子分别嵌置于门竖边框的内凹槽(6.2)

和内竖框的内凹槽(5.1)内。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门竖边框(6)的外凹槽(6.1)内设置有竖密封条(4)，竖密封条(4)内侧壁

面上开设有密封凹槽(4.1)，密封凹槽(4.1)前、后槽壁面上自上至下均竖向凸出

设置有密封凸条(4.2)，密封凸条(4.2)呈类似于“T”型状；所述的内竖框(5)前、后

侧壁上自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密封条嵌槽(5.2)，内竖框(5)嵌置于竖密封条的密封

凹槽(4.1)内，密封凹槽的密封凸条嵌置于内竖框(5)前、后侧壁上的密封条嵌槽

(5.2)内。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竖密封条(4)外侧壁(4.3)制成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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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平移门。具体涉及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

销机构。属建筑结构件技术领域。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在本实用新型作出以前，传统的电动平移门在关闭后，需要人为的把

插销插好。这样既费时又费力。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在平移门在关闭后能

自动将插销插好的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

包括门竖边框、内竖框、链节和插销， 

[0008]    所述的门竖边框，装置于门扇外侧，门竖边框外侧壁上自上至下竖向

设置有外凹槽，外凹槽开口向外，外凹槽底壁面上自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内凹

槽，内凹槽开口也向外，内凹槽槽型类似于横置的“T”型， 

[0009]    所述的内竖框，置于门竖边框的外凹槽内，内竖框内侧壁上自上至下

竖向设置有内凹槽，内凹槽开口向里，与门竖边框的外凹槽开口相对设置，内

凹槽槽型也类似于横置的“T”型， 

[0010]    所述的链节有多节，每节链节包括连杆、销轴和弹簧，弹簧有一件，

套置于销轴上，连杆一端套置于销轴的中间，另一端套置于相邻链节的销轴中

间，相邻链节的两销轴分别嵌置于门竖边框的内凹槽和内竖框的内凹槽内，链

节上端固定，下端与插销上端相连，插销下端自由下垂。 

[0011]    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所述链节还包括有滚子，滚

子有两件，前、后各一件，装置于销轴的前、后两端，相邻链节的两销轴连同

其两端的滚子分别嵌置于门竖边框地内凹槽和内竖框的内凹槽内。 

[0012]    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所述的门竖边框的外凹槽内

设置有竖密封条，竖密封条内侧壁面上开设有密封凹槽，密封凹槽前、后槽壁

面上自上至下均竖向凸出设置有密封凸条，密封凸条呈类似于“T”型状；所述的

内竖框前、后侧壁上自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密封条嵌槽，内竖框嵌置于竖密封条

的密封凹槽内，密封凹槽的密封凸条嵌置于内竖框前、后侧壁上的密封条嵌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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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当两扉门关闭时发生碰撞，受到挤压后压着内竖框向里运动，这样就

会压紧链节伸长，链节带动插销向下移动使插销插入销孔。反之，链节向上收

缩，插销上移脱离销孔。 

[0014]    采用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后，只要门处于关闭状

态，插销就可以自动落下。因此既省工又省力。 

[0015]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俯视图。 

[0017]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链节与门竖边框配合示意图。 

[0018]    图中：滚子 1、连杆 2、销轴 3、竖密封条 4、内竖框 5、门竖边框 6、

门扇 7、滚子链 8、弹簧 9、插销 10。 

[0019]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见图 1、2，本实用新型电动平移门的自动插销机构，主要由门竖边

框 6、内竖框 5、滚子链 8、竖密封条 4 和插销 10 组成。 

[0021]    所述的门竖边框 6，装置于门扇 7 外侧，门竖边框 6 外侧壁上自上至下

竖向设置有外凹槽 6.1，外凹槽 6.1 开口向外，外凹槽 6.1 底壁面上自上至下竖

向设置有内凹槽 6.2，内凹槽 6.2 开口也向外，内凹槽 6.2 槽型类似于横置的“T”

型。 

[0022]    所述竖密封条 4，置于门竖边框 6 的外凹槽 6.1 内，竖密封条 4 内侧壁

面上开设有密封凹槽 4.1，密封凹槽 4.1 前、后槽壁面上自上至下均竖向凸出设

置有密封凸条 4.2，密封凸条 4.2 呈类似于“T”型状，竖密封条 4 外侧壁 4.3 制成

锯齿状。 

[0023]    所述的内竖框 5，其内侧壁上自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内凹槽 5.1，内凹槽

5.1 开口向里，与门竖边框的外凹槽 6.1 开口相对设置，内凹槽 5.1 槽型也类似

于横置的“T”型，内竖框 5 前、后侧壁上自上至下竖向设置有密封条嵌槽 5.2，

内竖框 5 嵌置于竖密封条的密封凹槽 4.1 内，密封凹槽的密封凸条嵌置于内竖

框 5 前、后侧壁上的密封条嵌槽 5.2 内。 

[0024]    所述的滚子链 8 有多节，每节链节由滚子 1、连杆 2、销轴 3 和弹簧 9

组成。滚子 1 有两件，前、后各一件，装置于销轴 3 的前、后两端，弹簧 9 有

一件，套置于销轴 3 上，连杆 2 一端套置于销轴 3 的中间，另一端套置于相邻

链节的销轴中间，相邻链节的两销轴连同其两端的滚子分别嵌置于门竖边框的

内凹槽 6.2 和内竖框的内凹槽 5.1 内，滚子链 8 上端固定，下端与插销 10 上端

相连，插销 10 下端自由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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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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