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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 

 

 

（57）摘要 

     一种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

构，其中，包括：一交叉杆，其两杆可转

动的连接在一起；两滑动件，分别设在交

叉杆上；一拉杆，交叉杆设在拉杆上。本

实用新型融合推拉窗开启不占用室内空间

以及平开窗水密、气密性能优异等优点，

使门窗具有高安全性、外观优雅、优异气

密、水密性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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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交叉杆，其两杆可转动的连接在一起； 

两滑动件，分别设在交叉杆上； 

一拉杆，交叉杆设在拉杆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滑动件为轮子或滑

块。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轮子包括 

轮子本体， 

垫圈，轮子本体设在该垫圈上， 

铆钉，设在轮子本体上，将轮子本体可转动的连接在交叉杆上。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3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拉杆包括 

本体， 

第一凸起，设在本体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第一铆钉，一端与第二交叉杆固连，一端设在该第一凸起上的安装槽； 

第二凸起，设在本体另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卡簧，与该第二凸起的安装槽相匹配； 

第二铆钉，将卡簧固设在第一交叉杆上。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连接件包括铆钉与塑

料套。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滑块包括 

滑块本体， 

第一铆钉与第二铆钉，设在滑块本体上，将滑块本体可转动的连接在交叉

杆上。 

7.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6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拉杆包括 

本体， 

第一凸起，设在本体一端； 

第一铆钉，一端与第二交叉杆固连，一端设在该第一凸起上； 

第二凸起，设在本体另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定位块，与该第二凸起的安装槽相匹配； 

第二铆钉，连接第一交叉杆和定位块。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交叉杆包括 

第一交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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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交叉杆，与第一交叉杆的中端相接触； 

连接件，将第一交叉杆与第二交叉杆在中端可转动的固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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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推拉平移门窗的部件，尤其设计一种用于推拉平

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建筑物所安装的门、窗，普遍为外开式或内开式门、窗，即平开

式门、窗。这类门窗采用边轴(如铰链)等安装结构形式和绕其边轴旋转地开启

方式，在结构上存在门、窗扇下垂、易变形，及开启占用较大的空间等缺陷，

且整体性较差。 

[0005]    基于上述情况，现在市场上推出了各类推拉式门窗。普遍是在门、窗

扇下框上安装滑轮，通过滑轮进行滑动以实现其推拉功能。该类门、窗只单方

面克服了门、窗开启占用较大空间等缺陷。但是还是有水密性与气密性差的缺

陷，能量流失大，实有待改善。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有鉴于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有必要提供一种调节门窗误差的上拉杆结

构。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方案： 

[0009]    一种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其中，包括： 

[0010]    一交叉杆，其两杆可转动的连接在一起； 

[0011]    两滑动件，分别设在交叉杆上； 

[0012]    一拉杆，交叉杆设在拉杆上。 

[0013]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滑动件为轮子或滑块。 

[0014]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轮子包括 

[0015]    轮子本体， 

[0016]    垫圈，轮子本体设在该垫圈上， 

[0017]    铆钉，设在轮子本体上，将轮子本体可转动的连接在交叉杆上。 

[0018]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拉杆包括 

[0019]    本体， 

[0020]    第一凸起，设在本体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0021]    第一铆钉，一端与第二交叉杆固连，一端设在该第一凸起上的安装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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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第二凸起，设在本体另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0023]    卡簧，与该第二凸起的安装槽相匹配； 

[0024]    第二铆钉，将卡簧固设在第一交叉杆上。 

[0025]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连接件包括铆钉与塑料套。 

[0026]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滑块包括 

[0027]    滑块本体， 

[0028]    第一铆钉与第二铆钉，设在滑块本体上，将滑块本体可转动的连接在

交叉杆上。 

[0029]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拉杆包括 

[0030]    本体， 

[0031]    第一凸起，设在本体一端； 

[0032]    第一铆钉，一端与第二交叉杆固连，一端设在该第一凸起上； 

[0033]    第二凸起，设在本体另一端，该凸起上设有一安装槽； 

[0034]    定位块，与该第二凸起的安装槽相匹配； 

[0035]    第二铆钉，连接第一交叉杆和定位块。 

[0036]    所述的上拉杆结构，其中，该交叉杆包括 

[0037]    第一交叉杆， 

[0038]    第二交叉杆，与第一交叉杆的中端相接触； 

[0039]    连接件，将第一交叉杆与第二交叉杆在中端可转动的固连在一起。 

[0040]    相对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融合推拉窗开启不占用室内空间以及平开

窗水密、气密性能优异等优点，使门窗具有高安全性、外观优雅、优异气密、

水密性等优点。 

[0041]    【附图说明】 

[0042]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实施例的分解示

意图； 

[0043]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实施例的剖面

图； 

[0044]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实施例的立体示

意图； 

[0045]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实施例的安装示

意图； 

[0046]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分解

示意图； 

[0047]    图 6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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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图 7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立体

示意图； 

[0049]    图 8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安装

示意图。 

[0050]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图示，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52]    【实施例 1】 

[0053]    如图 1 至图 4 所示，其中，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

杆结构一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

结构一实施例的剖面图；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

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一实施

例的安装示意图。 

[0054]    一种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包括交叉杆 1、轮子 2、拉杆 3 以

及传动杆 4，其是安装在型材 5 上的。 

[0055]    该交叉杆 1 包括第一交叉杆 11、第二交叉杆 12 与连接件 13。该连接件

13 包括铆钉 131 与塑料套 132。该连接件 13，将第一交叉杆 11 与第二交叉杆

12 在中端可转动的固连在一起。也就是说，铆钉 131 与塑料套 132 穿过第一交

叉杆 11 与第二交叉杆 12 的中端后固连在一起，此时，第一交叉杆 11 与第二交

叉杆 12 呈“X”结构，并可绕着中间的铆钉 131 转动。交叉杆结构，受力比单拉

杆更均匀，增强窗扇推拉时的平稳性。 

[0056]    该轮子 2 的数量为两个，分别设在该交叉杆 1 上。该轮子 2 包括轮子本

体 21、铆钉 22 与垫圈 23。如图所示，该两个轮子分别设在第一交叉杆 11 的一

端与第二交叉杆 12 的一端。轮子本体 21 设在该垫圈 23 上，铆钉 22 设在轮子

本体 21 上，将轮子本体 21 固定在交叉杆 1 上。 

[0057]    该拉杆 3 包括本体 30、第一凸起 31、第一铆钉 32、第二凸起 33、第

二铆钉 34 以及卡簧 35。 

[0058]    该本体 30 为一平板结构。第一凸起 31 设在本体 30 一端，该第一凸起

31 上设有一安装槽 311；第一铆钉 32 一端与第二交叉杆 12 固连，另一端设在

该第一凸起 31 上的安装槽 311 内；第二凸起 33 设在本体 30 另一端，该第二凸

起 33 上设有一安装槽 331；第二铆钉 34 将卡簧 35 固设在第一交叉杆 11 上；卡

簧 35 与该第二凸起 33 的安装槽 331 相匹配。 

[0059]    该传动杆上设有第一联头 41、簧片 42、定位块 43、调节螺钉 44 与第

二联头 45。 

[0060]    该传动杆 4 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头 41 以及第二联头 45，该传动杆 4 与

第一联头 41 以及第二联头 45 可移动的设在该拉杆 3 上。簧片 42 设在该第一联

头 41 下，定位块 43 与调节螺钉 44，设在该第二联头 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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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上拉杆结构采用分离式结构，安装时铆钉压下簧片 42，再滑进开孔小

端，交叉杆 1 和拉杆本体 30 连接成一体，通过簧片 42 阻止铆钉的滑动。拆卸

时只需按下簧片 42，铆钉即可滑出，实现上拉杆结构的分离。 

[0062]    如图 4 所示，在安装在型材 5 上的时候，调节螺钉 44 与定位块 43 连

接，而调节螺钉 44 相对上拉杆结构不变，当定位块 43 与拉杆本体 30 的相对位

移，控制交叉杆 1 开启角度，从而调节窗扇平移的距离，抵消门窗加工的微量

误差。此时就使安装更紧密，增强了气密性与水密性，同时适应各种门窗。 

[0063]    第一联头 41 与第二联头 45 和传动杆 4 可相对拉杆本体 30 滑动，用于

连接其他传动部件，拉杆本体安装于窗扇，轮子 2 在框槽口移动，交叉杆 1 连

接轮子 1 和拉杆本体 30，实现窗扇上部的平移。 

[0064]    在使用的时候，交叉杆 1 与拉杆 3 利用卡簧结构可分离。具体来说，就

是卡簧 35 设在该第二凸起 33 的安装槽 331 内，将卡簧 35 收紧从安装槽 331 内

取出就可以试想交叉杆 1 与拉杆 3 的分离，旋动铆钉到交叉杆缺口位置。 

[0065]    【实施例 2】 

[0066]    如图 5 至图 8 所示，其中，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

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图 6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

杆结构另一实施例的剖面图；图 7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

构另一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图 8 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

构另一实施例的安装示意图。 

[0067]    与实施例 1 不同的地方在于，本实施例没有采用轮子而是采用了滑

块。实际上本发明可以采用轮子或滑块等滑动件来实施。在本实施例中，一种

用于推拉平移门窗的上拉杆结构包括交叉杆 6、滑块 7、拉杆 8 以及传动杆 9，

其是安装在型材 5 上的。 

[0068]    该交叉杆 6 包括第一交叉杆 61、第二交叉杆 62 与连接件 63。该连接件

63 包括铆钉 631 与塑料套 632。该连接件 63，将第一交叉杆 61 与第二交叉杆

62 在中端可转动的固连在一起。也就是说，铆钉 631 与塑料套 632 穿过第一交

叉杆 61 与第二交叉杆 62 的中端后固连在一起，此时，第一交叉杆 61 与第二交

叉杆 62 呈“X”结构，并可绕着中间的铆钉 631 转动。交叉杆结构，受力比单拉

杆更均匀，增强窗扇推拉时的平稳性。 

[0069]    该滑块 7 的数量为两个，分别设在该交叉杆 6 上。该滑块 7 包括滑块本

体 71 与铆钉 72。如图所示，该两个滑块本体 71 分别设在第一交叉杆 71 的一端

与第二交叉杆 72 的一端。铆钉 72 设在轮子本体 71 上，将轮子本体 71 固定在

交叉杆 6 上。 

[0070]    该拉杆 8 包括本体 80、第一凸起 81、第一铆钉 82、第二凸起 83 以及

第二铆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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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该本体 80 为一平板结构。第一凸起 81 设在本体 80 一端 8；第一铆钉

83 一端与第二交叉杆 62 固连，另一端设在该第一凸起 81 上；第二凸起 33 设在

本体 30 另一端，该第二凸起 82 上设有一安装槽 821，其内设有定位块 85。 

[0072]    该传动杆 9 两端分别设有铆钉可移动的设在该拉杆 8 上。 

[0073]    在使用的时候，交叉杆 6 与拉杆 7 通过铆钉可实现分离。相比实施例

1，虽然减少调节功能，但结构相对简洁，便于制造与实施。 

[007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就克服传统推拉窗的水密、气密性能差以及内

平开窗开启占用室内空间的缺陷采用新的开启方式，融合推拉窗开启不占用室

内空间以及平开窗水密、气密性能优异等优点，使门窗具有高安全性、外观优

雅、优异气密、水密性等优点。 

[0075]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核心思想；同时，

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

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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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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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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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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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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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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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