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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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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平移门的滑轨结构，滑轨(10)

为内部中空的管状体，其底部管壁上沿滑

轨长度方向设有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

的条状开口(11)，其特征在于，在滑轨内

靠上部设有一水平隔板(12)，隔板(12)中

部沿滑轨的长度方向设有开口向下的链条

槽(121)，该链条槽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

一端。滑轨(10)顶部与平移门门体(100)

固接，且滑轨由下端固定于地面，上端伸

入滑轨(10)内的支架(20)支撑。本实用新

型可将平移门的支撑装置及驱动装置内置

其中，保证了平移门的美观性，其所在地

面的整洁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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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平移门的滑轨结构，该滑轨(10)为内部中空的管状体，其底部管壁

上沿滑轨长度方向设有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的条状开口(11)，其特征在

于，在滑轨内靠上部设有一水平隔板(12)，隔板(12)中部沿滑轨的长度方向设有

开口向下的链条槽(121)，该链条槽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槽(121)

的底部设有两条水平地折向内侧的边沿(1212)，两边沿之间形成开口(1211)。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槽(121)

上部设有与滑轨顶板相连的竖向隔板(13)，该竖向隔板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

端。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滑轨(10)是与平

移门门体等长的管状体，滑轨顶部与平移门门体(100)固接。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其特征在于，滑轨(10)由支架

(20)支撑，该支架(20)的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伸入滑轨(10)内，支架位于滑

轨内的主连接板(21)上装有供滑轨在其上滑动的多个滑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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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平移门的滑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以整体平移方式开启或关闭的平移式门，特别是涉及

一种用于内置支撑装置及驱动装置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门是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使用 为频繁的建

筑构件。常见的门包括通过转动方式开启的房门，通过伸缩方式开启或关闭的

作为院门的伸缩门以及通过推拉方式开启的，主要用作院门的平移门等。传统

的平移门是直接在门体的下部装有滚轮，并在地面上铺设导轨，平移门可在外

力作用下通过其底部的滚轮在导轨上平行移动实现开启或关闭。传统平移门的

传动机构均设置在门体的外部，其裸露于地面的导轨和置于门体外部传动机构

直接影响了门的美观性，地面的整洁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用于将平移门的支撑装置

及驱动装置内置其中，以保证平移门的美观性，其所在地面的整洁性以及与周

围环境的协调性，且施工安装及维护均方便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平移门的滑轨结构，该滑轨为

内部中空的管状体，其底部管壁上沿滑轨长度方向设有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

端的条状开口，其特征在于，在滑轨内靠上部设有一水平隔板，隔板中部沿滑

轨的长度方向设有开口向下的链条槽，该链条槽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 

[0005]    链条槽的底部设有两条水平地折向内侧的边沿，两边沿之间形成开

口。 

[0006]    链条槽上部设有与滑轨顶板相连的竖向隔板，该竖向隔板从滑轨一端

延伸至另一端。 

[0007]    滑轨是与平移门门体等长的管状体，滑轨顶部与平移门门体固接。 

[0008]    滑轨由支架支撑，该支架的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伸入滑轨内，支

架位于滑轨内的主连接板上装有供滑轨在其上滑动的多个滑轮。 

[0009]    本实用新型的平移门的滑轨结构有效克服了传统平移门只能通过铺设

于地面上的轨道运行的结构单一的缺陷。由于将支撑装置上部及传动机构内置

于滑轨内，使得从外部看不到机械装置，且地面上无须铺设导轨，因而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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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的整洁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本实用新型还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实

施，成本低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0]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的滑轨结构立体示意图。 

[0011]    图 2 是图 1 的 A-A 剖面图。 

[0012]    图 3 是滑轨与平移门、支撑装置及传动装置连接示意图。 

[0013]    图 4 是图 3 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对本实用新型不构

成任何限制。 

[0015]    本实用新型仅涉及平移门的滑轨结构，而不涉及平移门本身结构，因

此对平移门结构不作详述。本实用新型中，平移门门体 100 可以是各种不同造

型和结构的平移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滑轨 10 的结构如图 1、图 2 所示，该滑轨为铝质中空管

状体，其长度 好与平移门等长。在滑轨底部管壁上沿滑轨长度方向设有条状

开口 11，该条状开口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用于穿置支架 20。所述开口

11 的宽度略大于支架 20 的支撑杆 23 的直径，使得滑轨在移动时不会受到支撑

杆的阻碍。在滑轨内靠上部设有一水平隔板 12，隔板 12 中部沿滑轨的长度方

向设有用于装设传动机构的链条用的链条槽 121，该链条槽从滑轨一端延伸至

另一端。链条槽 121 的横截面呈矩形，其底部设有两条水平地折向内侧的边沿

1212，两边沿之间形成开口 1211。链条槽 121 上部设有与滑轨顶板相连的竖向

隔板 13，该竖向隔板从滑轨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它与滑轨顶板及链条槽一体成

型，用于对链条槽 121 起到加强和支撑作用。 

[0017]    如图 3、图 4 所示，所述滑轨 10 通过焊接或铆接等方式固接于平移门

门体 100 的下部。滑轨 10 则由支架 20 支撑，该支架的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

端伸入滑轨 10 内。该支架 20 包括主连接板 21、摩擦轮 22 及支撑杆 23，其中

支撑杆 23 呈竖向设置，其下端固定于地面，上端穿过滑轨底部的条状开口

11，并与水平设置于滑轨 10 内的主连接板 21 连接，主连接板 21 上装有供滑轨

在其上滑动的多个滑轮 22。该结构使得平移门悬置于地面上方，并形成悬臂式

滑动结构，平移门可在外力作用下通过滑轨 10 在支架 20 的多个滑轮 22 上滑

动。 

[0018]    再如图 3 所示，在滑轨 10 内设有传动机构 30，该传动机构包括电机

31、蜗轮蜗杆机构 32、驱动链轮 33、驱动链条或齿条 34，该传动机构 30 内置

于滑轨内的支架 20 的主连接板 21 的一侧，并与主连接板 21 固接。传动机构的

驱动链条 34 固定于滑轨上部的链条槽 121 内，并与和蜗轮蜗杆机构连接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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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轮 33 啮合。当驱动链轮 33 转动时，便通过驱动链条 34 推动滑轨 10 及平移

门门体 100 向前移动。 

[0019]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揭示，但是本实用新型的范

围并不局限于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条件下，以上各元件可用所属技

术领域人员了解的相似或等同元件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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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6



 7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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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