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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

包括相互连接的多节单元门体(10)及设于

门体底部的滑轮机构(20)，其特征在于，

多节单元门体(10)分别通过上连接件

(31)、下连接件(32)连接成门体(100)。

上连接件(31)为开口朝上的 U 形槽状体，

其底部设有多个连接孔。下连接件(32)包

括第一下连接件(321)、第二下连接件

(322)及第三下连接件(323)。门体(100)

由至少一个支架(40)及滑轮机构(20)支撑

于地面上方，并由装于支架(40)内的驱动

机构带动门体作往复运动。本发明具有易

于加工、运输，并可在现场组装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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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包括相互连接的多节单元门体(10)、设于门

体底部的滑轮机构(20)及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节单元门体(10)分别通

过上连接件(31)、下连接件(32)连接成门体(100)，所述门体(100)由至少一个支

架(40)及滑轮机构(20)支撑于地面上方，并由装于支架(40)内的驱动机构带动门

体作往复运动。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每节单

元门体(10)包括上横梁(11)、下横梁(12)、第一立柱(13)、第二立柱(14)，其中，

每两个第一立柱(13)之间设有多根第二立柱(14)，所述下横梁(12)由外梁(121)和

设于外梁(121)内的内梁(122)构成。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梁(122)

是由铝合金型材制成。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横梁

(11)、第一立柱(13)及第二立柱(14)为中空柱状体，其中，上横梁(11)的两端下

部设有多个连接孔。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横梁

(12)由外梁(121)和设于外梁(121)内的内梁(122)构成，其中，外梁(121)和内梁

(122)为中空柱状体，所述外梁(121)的顶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与第一立柱(13)

对应的立柱孔(1212)，所述外梁(121)的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外梁开口(1211)，所

述内梁(122)的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内梁开口(1221)。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连接

件(31)为开口朝上的 U 形槽状体，其底部设有多个连接孔。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连接

件(32)包括第一下连接件(321)、第二下连接件(322)及第三下连接件(323)，其

中，第一下连接件(321)设于相邻单元门体(10)的外梁(121)两端，所述第二下连

接件(322)固定于相邻单元门体(10)的内梁(122)两端底部，所述第三下连接件

(323)一端与第一下连接件(321)固定，另一端与相邻单元门体的第一下连接件

(321)连接。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

连接件(321)为块状体，其包括两个凸凹配合的左下连接件(3211)和右下连接件

(3212)，其中，在左下连接件(3211)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一定位块

(32111)，该第一定位块(32111)上设有第一螺孔(321111)，在第一定位块(32111)

的一侧设有与第一定位块的外形相对应的第一凹槽(32112)，在第一凹槽(32112)

的底部设有第二螺孔(321121)，所述第一定位块的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一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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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11)、第二螺孔(321112)对应的穿置螺钉用的第一 U 形槽(32113)、第二 U

形槽(32114)，在所述右下连接件(3212)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二定位块

(32121)，该第二定位块(32121)与左下连接件(3211)上的第一凹槽(32112)相对

应，第二定位块(32121)的一侧设有与第二定位块的外形相对应的第二凹槽，该

第二凹槽与左下连接件的第一定位块(32111)相对应，所述第二下连接件(322)和

第三下连接件(323)为板状体。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机

构(20)包括两个导向轮(21)、多个支撑轮(22)及支撑装置(23)，所述支撑装置(23)

呈 T 形，其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伸入内梁(122)内，两个导向轮(21)呈竖向

设置在位于内梁(122)内的支撑装置(23)的两端。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装

置(23)包括支撑杆(231)、固定板(232)及转轴(233)，其中，所述支撑杆(231)的下

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穿过内梁(122)的内梁开口(1221)，并与固定板(232)连

接，所述固定板(232)上装有多个支撑轮(22)，多个支撑轮(22)呈水平设置于所述

固定板(232)的两端部，并分别与内梁(122)的顶部和底部的内壁摩擦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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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 

 

[0001]    本发明涉及悬浮于地面上方，且以平移方式开启或关闭的平移门，特

别是涉及一种便于运输及组装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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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用作院门的平移门等。传统的

平移门由门体和装在门体底部的滚轮构成，并需在地面上铺设导轨。由于平移

门长度较长，甚至可达数十米，而传统的平移门无法以散件方式运输并在现场

组装，因此给包装、运输均带来极大不便，并直接导致包装和运输成本的增

加。传统的平移门门体由钢制构件整体成型，为固定式结构，其存在不能分段

连接，门体较重，变形量大，装卸及运输困难，生产及运输成本高等缺陷。 

[0003]    本发明旨在解决现有技术的缺点，而提供一种易于加工、运输，并可

在现场组装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

在于，该结构包括相互连接的多节单元门体及设于门体底部的滑轮机构及驱动

机构，多节单元门体分别通过上连接件、下连接件连接成门体，所述门体由至

少一个支架及滑轮机构支撑于地面上方，并由装于支架内的驱动机构带动门体

作往复运动。 

[0005]    每节单元门体包括上横梁、下横梁、第一立柱、第二立柱，其中，每

两个第一立柱之间设有多根第二立柱，所述下横梁由外梁和设于外梁内的内梁

构成。 

[0006]    所述内梁是由铝合金型材制成。 

[0007]    上横梁、第一立柱及第二立柱中空柱状体，上横梁的两端下部设有多

个连接孔。 

[0008]    下横梁由外梁和设于外梁内的内梁构成，外梁和内梁为中空柱状体，

所述外梁的顶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与第一立柱对应的立柱孔，外梁的底部沿

长度方向设有外梁开口，所述内梁的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内梁开口。 

[0009]    上连接件为开口朝上的 U 形槽状体，其底部设有多个连接孔。 

[0010]    下连接件包括第一下连接件、第二下连接件及第三下连接件，其中，

第一下连接件设于相邻单元门体的外梁两端，第二下连接件固定于相邻单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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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内梁两端底部，第三下连接件一端与第一下连接件固定，另一端与相邻单

元门体的第一下连接件连接。 

[0011]    第一下连接件为块状体，包括两个凸凹配合的左下连接件和右下连接

件，其中，在左下连接件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一定位块，该第一定位块

上设有第一螺孔，在第一定位块的一侧设有与第一定位块的外形相对应的第一

凹槽，在第一凹槽的底部设有第二螺孔，所述第一定位块的顶部设有与第一螺

孔、第二螺孔对应的穿置螺钉用的第一 U 形槽、第二 U 形槽，在所述右下连接

件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二定位块，该第二定位块与左下连接件上的第一

凹槽相对应，第二定位块的一侧设有与第二定位块的外形相对应的第二凹槽，

该第二凹槽与左下连接件的第一定位块相对应，所述第二下连接件和第三下连

接件为板状体。 

[0012]    滑轮机构包括两个导向轮、多个支撑轮及支撑装置，其中，支撑装置

呈 T 形，其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伸入内梁内，两个导向轮呈竖向设置在位

于内梁内的支撑装置的两端。 

[0013]    所述支撑装置包括支撑杆、固定板及转轴，其中，支撑杆的下端固定

于地面，其上端穿过内梁的内梁开口，并与固定板连接，固定板上装有多个支

撑轮，多个支撑轮呈水平设置于所述固定板的两端部，并分别与内梁的顶部和

底部的内壁摩擦接触。 

[0014]    本发明的贡献在于，其有效克服了传统钢制门体的诸多缺陷。由于本

发明的悬浮式平移门的各门体之间可分段连接，门体较轻，使得各门体不仅易

于加工，且便于包装和运输，并可在现场加以组装，且组装过程方便快捷，因

而可有效节约包装和运输成本，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由于在门体底

部设置了高强度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内梁与钢板折弯成型的外梁用螺丝组装，且

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内梁精度高，使得滑轮机构在内滑动顺畅，阻力小、噪声

低，解决了传统钢制大梁加工成型困难，精度低，不容易连接等缺陷，因此保

证了门体的强度。 

[0015]    图 1 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 2 是本发明的门体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 3 是本发明的门体连接结构剖视图，其中，图 3A 为第一立柱与下横

梁连接示意图，图 3B 为侧剖视图，图 3C 为门体的局部剖视图，图 3D 为门体

的 A 部放大图。 

[0018]    图 4 是本发明的相邻门体的连接示意图，其中，图 4A 为相邻门体及上

连接件和下连接件立体分解示意图，图 4B 为门体 B 部放大图，图 4C 为相邻门

体的第一立柱及下横梁连接剖视图。 

[0019]    图 5 是本发明的门体的滑轮机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 5A 为剖视图，

图 5B 为侧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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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对本发明不构成任何限

制。 

[0021]    参见图 1、图 2，本发明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包括多个单元门体

10、滑轮机构 20、上连接件 31、下连接件 32 及支架 40。多个单元门体 10 通

过上连接件 31 和下连接件 32 相连接，形成门体 100。图 2 中仅示出了部分单元

门体，这并非限制单元门体的数量，很显然，单元门体的数量将根据门体的实

际长度或设计要求而定。如图 1 所示，所述门体 100 由两个支架 40 及两个滑轮

机构 20 支撑于地面上方，并由装于支架 40 内的驱动机构带动门体(图中未示出)

作往复运动，该驱动机构可以是任一种公知的驱动机构，如链轮链条机构、蜗

轮蜗杆机构或齿轮齿条机构，其装在位于支架 40 的箱体内。由于本发明仅涉及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而驱动机构则可以是任一种公知的驱动机构，因

此，对驱动机构的结构不再赘述。 

[0022]    如图 3A、图 3B 所示，每个单元门体 10 包括上横梁 11、下横梁 12、

第一立柱 13、第二立柱 14，其中，上横梁 11 是横截面为矩形的中空柱状体，

在上横梁 11 的两端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连接孔(图中未示出)，用于连接上

连接件 31。如图 3B，所述下横梁 12 由外梁 121 和设于外梁内的内梁 122 构

成，外梁 121 和内梁 122 均为中空柱状体。如图 3B 所示，所述内梁 122 的横截

面为矩形，在内梁 122 的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内梁开口 1221，用于插入滑轮机

构 20，且在内梁 122 的下部两侧外沿上各设有多个第一连接孔 1222，用于连接

相邻门体内梁 122。在内梁 122 的顶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第二连接孔 1223，

用于连接第一立柱 13。如图 3B，在外梁 121 的顶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立柱

孔 1212，且在外梁 121 的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外梁开口 1211，用于连接内梁

122。在外梁开口 1211 的两侧沿长度方向各设有多个连接内梁用的第三连接孔

1213。如图 4C，在外梁 121 的两端设有多个连接孔 1214。如图 3A 所示，所述

第一立柱 13 和第二立柱 14 为中空柱状体，每两个第一立柱 13 之间设有多根第

二立柱 14，该第二立柱 14 的外围尺寸小于第一立柱 13 外围尺寸。如图 3C，每

个单元门体 10 两端的第一立柱 13 的上、下两端内部各设有一块连接板 132，

所述连接板 132 焊接于第一立柱 13 的内壁上，且在第一立柱 13 的上、下两端

管壁上及对应的连接板 132 上各设有多个第一立柱连接孔 131，相邻门体的两

个第一立柱 13 经所述第一立柱连接孔 131 及连接板 132 上的连接孔用螺钉 133

固接。如图 3A、图 3C、图 3D 所示，第一立柱 13 的底部穿过下横梁的外梁的

立柱孔 1212，并延伸至内梁 122 顶部，并通过螺丝经内梁 122 的第二连接孔

1223 与内梁 122 固接。所述第一立柱 13、第二立柱 14 的顶部与上横梁 11 的底

部焊接，第二立柱 14 的下端与外梁 121 的顶部焊接。如图 3B 所示，所述内梁

122 的上部穿过外梁开口 1211，内梁 122 与外梁 121 通过内梁 122 的第一连接

孔 1222 与外梁 121 的第三连接孔 1213 用螺丝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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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 4A 所示，所述多节单元门体 10 分别通过上连接件 31、下连接件

32 与相邻单元门体 10 固定连接成门体 100。如图 4A、图 4B，上连接件 31 为

开口朝上的 U 形槽状体，其底部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连接孔。上连接件 31 的

两端穿置于相邻单元门体 10 的上横梁 11 内，并用螺钉经所述连接孔将相邻单

元门体 10 的上横梁 11 相连接。如图 4B 所示，所述下连接件 32 包括第一下连

接件 321、第二下连接件 322 及第三下连接件 323，其中，第一下连接件 321 为

块状体，并固定于相邻单元门体 10 的外梁 121 两端，如图 4B，第一下连接件

321 包括两个凸凹配合的左下连接件 3211 和右下连接件 3212，在左下连接件

3211 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一定位块 32111，该第一定位块 32111 上设有

第一螺孔 321111，在第一定位块 32111 的一侧设有与第一定位块的外形相对应

的第一凹槽 32112，用于和右下连接件 3212 相连接。在第一凹槽 32112 的底部

设有第二螺孔 321121，其用于穿设连接螺钉。第一定位块的顶部设有与所述第

一螺孔 321111、第二螺孔 321112 对应的第一 U 形槽 32113 和第二 U 形槽

32114，其用于穿置螺钉。在右下连接件 3212 的一端设有凸出于端面的第二定

位块 32121，该第二定位块 32121 与左下连接件 3211 上的第一凹槽 32112 相对

应，连接时，该第二定位块 32121 插入第一凹槽 32112 内，并通过螺钉 3214 固

接，再用螺母 3213 锁紧。所述第二定位块 32121 的一侧设有与第二定位块的外

形相对应的第二凹槽(图中未示出)，该第二凹槽与左下连接件的第一定位块

32111 插接并通过螺钉 3214 固接，并用螺母 3213 锁紧连接。如图 4B 所示，第

一下连接件 321 上设有多个与外梁 121 的第四连接孔 1214 相对应的第五连接孔

3215，如图 4B，第二下连接件 322 为板状体，其固定于相邻单元门体 10 的内

梁 122 两端底部。所述第二下连接件 322 设有多个第六连接孔 3221，其用螺丝

经第六连接孔 3221 与内梁 122 固接。如图 4B，所述第三下连接件 323 为板状

体，其两端分别与相邻门体的第一下连接件 321 固接。在第三下连接件 323 上

设有多个第七连接孔 3231。如图 4B 所示，第一下连接件 321 与第三下连接件

322 用螺丝经所述第五连接孔 3215、第七连接孔 3231、第四连接孔 1214 固

接。如图 4B，所述第二下连接件 322 用螺丝经所述第六连接孔 3221 与内梁 122

固接。如图 4B、图 4C 所示，两个相邻单元门体的第一立柱 13 用螺丝经连接板

132 固接，第一立柱 13 的端部内装有第一连接套 324 和第二连接套 325。如图

4C，相邻单元门体连接后通过第一连接套 324 与第二连接套 325 的斜度贴合，

保证内梁 122 对接后里面没有高低不平，使门体滑行到接驳处不受影响。 

[0024]    如图 1 所示，在门体 100 的运行路线上设有前后两个支架 40，其固定

于地面上。所述门体 100 由两个支架 40 及滑轮机构 20 支撑于地面上方，并在

滑轮机构 20 上作往复运动。如图 5A、图 5B，滑轮机构 20 包括两个导向轮

21、两个支撑轮 22 及支撑装置 23，如图 5A 所示，两个支撑轮 22 水平地装在

支撑装置 23 的固定板 232 的两端，其轮轴两端可转动支撑于内梁 122 上，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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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内梁 122 的顶部和底部的内壁摩擦接触，使门体在前后两组滑轮上作往复

运动。所述支撑装置 23 呈 T 形，其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端伸入内梁 122 内，

具体地，支撑装置 23 经内梁开口 1221 伸入内梁内，支撑装置 23 包括支撑杆

231、固定板 232、转轴 233，其中，所述支撑杆 231 的下端固定于地面，其上

端穿过内梁 122 的内梁开口 1221，并与固定板 232 连接。所述固定板 232 的两

端部各装有一个导向轮 21，该导向轮 21 呈竖向设置，其轮轴的两端支撑于内

梁 122 的上下管壁上。所述滑轮机构 20，如图 5A，该滑轮机构 20 支撑于地

面，并与所述两个支撑轮 22 连接。 

[0025]    藉此，通过上述结构形成了可将多个单元门体 10 通过连接件相连接的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使之可以分别包装、运输并在现场组装。 

[0026]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揭示，但是本发明的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在不偏离本发明构思的条件下，以上各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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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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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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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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12

 

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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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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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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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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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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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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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