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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

特征在于，其设有多根间隔设置的立柱

(11)，在多根立柱的上下两端分别穿置有

上横梁(12)和下横梁(13)，各立柱之间间

隔地设有多根竖向栏杆(14)，其中每两根

立柱(11)之间通过上横梁(12)与下横梁

(13)设有多根栏杆(14)，多根立柱(11)、

上横梁(12)、下横梁(13)以及多根栏杆

(14)相互连接形成一体式门体(10)；所述

门体(10)通过门体支架(30)悬浮于地面上

方，该门体支架(30)一侧设有调节门体松

紧度的尾部拉杆组件(40)。本实用新型的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无焊接点，无拉

杆，既保证了门体强度，又简化了加工工

序，且外形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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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其设有多根间隔设置的立柱

(11)，在多根立柱的上下两端分别穿置有上横梁(12)和下横梁(13)，各立柱之间

间隔地设有多根竖向栏杆(14)，其中每两根立柱(11)之间通过上横梁(12)与下横

梁(13)设有多根栏杆(14)，多根立柱(11)、上横梁(12)、下横梁(13)以及多根栏杆

(14)相互连接形成一体式门体(10)；所述门体(10)通过门体支架(20)悬浮于地面

上方，该门体支架(20)一侧设有调节门体松紧度的尾部拉杆组件(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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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立柱

(11)为中空管状体，其上下两端分别设有穿置上横梁(12)和下横梁(13)的第一通

孔(111)、第二通孔(112)，该立柱(11)上端内孔壁设有连接上横梁(12)的上螺孔

座(113)，其下端内孔壁上设有连接下横梁(13)的下螺孔座(114)，该立柱(11)与

所述尾部拉杆组件(30)相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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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包括上横杆(121)和设于该上横杆上部且与所述立柱(11)固定的装饰盖

(122)，所述上横杆(121)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第一通孔(111)相

对应，该上横杆(121)插接于多根立柱(11)上端的多个第一通孔(111)。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饰盖

(122)为槽状体，该装饰盖(122)与每根立柱相对应的位置设有上连接孔(121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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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包括两根下横杆(131)和滑轨(132)，所述下横杆(131)穿置并插接于多根立柱

(11)下端的多个第二通孔(112)，所述滑轨(132)固定于门体(10)底部。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横杆

(131)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第二通孔(112)相对应，所述滑轨

(132)为 H 形槽状体，其包括用于插接立柱的上插槽(1321)和轨道槽(1322)，所

述上插槽(1321)从下横梁(13)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该上插槽(1321)的上边缘向

内收口，使其与所述立柱(11)相对应，该上插槽(1321)设有与所述立柱下螺孔座

(114)相对应的内连接孔(13211)，所述轨道槽(1322)是由上插槽侧壁向下延伸并

向内折回形成的对称的“L”形槽状体，所述滑轨(132)两端与门体支架(20)相连。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支

架(20)为矩形框体支架，该门体支架(20)固定设于地面上，所述门体支架(20)两

侧设有防夹护杆(21)，该门体支架(20)的上端部与所述上横梁(12)活动连接，该

门体支架(20)的下端部与所述滑轨(132)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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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尾部拉

杆组件(30)包括滑轨延伸部(31)、拉杆(32)和门体松紧度调试器(33)，所述滑轨

延伸部(31)由滑轨(132)一端延伸至门体支架(30)外侧所形成，所述拉杆(32)为柱

状体，其一端与滑轨延伸部(31)相连接，该拉杆(32)另一端与所述门体松紧度调

试器(33)相连接。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松

紧度调试器(33)为丝杆式调节器，其包括两端带螺纹的螺杆(331)和调节螺母

(332)，所述螺杆(331)两端分别与所述立柱(11)和拉杆(32)相连接，该螺杆(331)

两端设有调节门体松紧度的调节螺母(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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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悬浮式平移门，特别是涉及一种无焊接点，无拉杆的

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 

[0003]    【背景技术】 

[0004]    门是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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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以直线移

动方式实现开启或关闭的平移门等。传统的平移门通常包含有单个或多个单元

门体，在门体底部装有滑轮机构且在地面铺设有导轨。由于传统平移门长度较

长，因此门体钢度较差，容易在风力等外力作下产生变形。为此，传统平移门

上均设有交叉式拉杆，以加固门体，这种结构不仅使加工工序更加繁琐，增加

了成本，且门体上设置拉杆也严重影响了门体的美观性。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现有技术的缺点，而提供一种无焊接点，无拉

杆，既保证了门体强度，又简化了加工工序，且外形美观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

体结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其

特征在于，其设有多根间隔设置的立柱，在多根立柱的上下两端分别穿置有上

横梁和下横梁，各立柱之间间隔地设有多根竖向栏杆，其中每两根立柱之间通

过上横梁与下横梁设有多根栏杆，多根立柱、上横梁、下横梁以及多根栏杆相

互连接形成一体式门体；所述门体通过门体支架悬浮于地面上方，该门体支架

一侧设有调节门体松紧度的尾部拉杆组件。 

[0008]    所述立柱为中空管状体，其上下两端分别设有穿置上横梁和下横梁的

第一通孔、第二通孔，该立柱上端内孔壁设有连接上横梁的上螺孔座，其下端

内孔壁上设有连接下横梁的下螺孔座，该立柱与所述尾部拉杆组件相连。 

[0009]    所述上横梁包括上横杆和设于该上横杆上部且与所述立柱固定的装饰

盖，所述上横杆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第一通孔相对应，该上

横杆插接于多根立柱上端的多个第一通孔。 

[0010]    所述装饰盖为槽状体，该装饰盖与每根立柱相对应的位置设有上连接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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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下横梁包括两根下横杆和滑轨，所述下横杆穿置并插接于多根立

柱下端的多个第二通孔，所述滑轨固定于门体底部。 

[0012]    所述下横杆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第二通孔相对应，

所述滑轨为 H 形槽状体，其包括用于插接立柱的上插槽和轨道槽，所述上插槽

从下横梁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该上插槽的上边缘向内收口，使其与所述立柱

相对应，该上插槽设有与所述立柱下螺孔座相对应的内连接孔，所述轨道槽是

由上插槽侧壁向下延伸并向内折回形成的对称的“L”形槽状体，所述滑轨两端与

门体支架相连。 

[0013]    所述门体支架为矩形框体支架，该门体支架固定设于地面上，所述门

体支架两侧设有防夹护杆，该门体支架的上端部与所述上横梁活动连接，该门

体支架的下端部与所述滑轨相连。 

[0014]    所述尾部拉杆组件包括滑轨延伸部、拉杆和门体松紧度调试器，所述

滑轨延伸部由滑轨一端延伸至门体支架外侧所形成，所述拉杆为柱状体，其一

端与滑轨延伸部相连接，该拉杆另一端与所述门体松紧度调试器相连接。 

[0015]    所述门体松紧度调试器为丝杆式调节器，其包括两端带螺纹的螺杆和

调节螺母，所述螺杆两端分别与所述立柱和拉杆相连接，该螺杆两端设有调节

门体松紧度的调节螺母。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贡献在于，其有效解决了传统平移门门体长度较长，门

体须用拉杆加固等问题。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是由插接

形成的一体式门体，无须将多个单元门体焊接后进行组装，在门体上没有拉

杆，因此既不影响门的美观，又保证了门的强度，并简化了加工工艺，使其在

风力等外力的作用下不易产生形变，且组装过程简单，更易于实施。本实用新

型还具有生产成本低和易于维护等特点。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的部件分解示意图。 

[0020]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的门体纵向剖视图。 

[0021]    图 4 是本实用新型的尾部拉杆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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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参见图 1 本实用新型的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包括一体式门体 10、

门体支架 20 和尾部拉杆组件 30。 

[0025]    如图 2 所示，所述门体 10 是在间隔设置的多根立柱 11 上下两端分别插

接上横梁 12 与下横梁 13，且在每两根立柱 11 之间装设多根与上横梁 12 和下横

梁 13 连接的竖向栏杆 14，从而组成一体式门体。如图 2 所示，所述多根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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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间隔设置，其为中空管状体。该立柱 11 上下两端分别设有第一通孔 111(图

中未示出)和第二通孔 112(图中未示出)，该第一通孔 111 与第二通孔 112 分别

用于穿置上横杆 121 与下横杆 131。如图 2、图 3 所示，所述多根立柱 11 上端

内孔壁设有用于固定装饰盖 122 的上螺孔座 113，该上螺孔座 113 与装饰盖 122

上连接孔 1211 相对应，装设螺钉通过该上螺孔座 113 与上连接孔 1211 将装饰

盖 122 固定于门体 10 上部。所述多根立柱 11 下端内孔壁设有下螺孔座 114(图

中未示出)，该下螺孔座 114 用于连接滑轨 132，其与滑轨 132 上插槽的内连接

孔 13211 相对应，通过装设螺钉将滑轨 132 固定于门体 10 下部。 

[0026]    如图 1、图 2 所示，所述多根立柱 11 上端穿置并插接有上横梁 12。所

述上横梁 12 包括上横杆 121、固定于门体 10 上部的装饰盖 122。所述上横杆

121 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第一通孔 111 相对应，该上横杆 121

的长度与所述门体 10 长度相同，其通过第一通孔 111 插接于多根立柱 11 上

端。所述装饰盖 122 为“U”形槽状体，其设于上横杆 121 上部，且尺寸与所述立

柱 11 上端部相对应。所述装饰盖 122 上设有连接孔 1221，该连接孔 1221 与每

根立柱的上螺孔座 113 相对应，通过该连接孔 1221 与上螺孔座 113 装设螺钉将

装饰盖 122 固定于门体 10 上端。 

[0027]    如图 1～3 所示，所述多根立柱 11 下端穿置并插接有下横梁 13。所述

下横梁 13 包括设于立柱下端的两根下横杆 131 和固定于门体 10 底部的滑轨

132。如图 2 所示，所述下横杆 131 为柱状体，其横截面尺寸与所述立柱的多个

第二通孔 112 相对应，该下横杆 131 通过多个第二通孔 112 穿置并插接于多根

立柱 11 下端。如图 3 所示，固定于门体 10 底部的滑轨 132 为 H 形上下双槽状

体，其两端与门体支架 20 相连，该滑轨 132 包括上插槽 1321 和轨道槽 1322。

所述上插槽 1321 从下横梁 13 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使其与所述门体 10 下端相

对应，该上插槽 1321 的上边缘向内收口，增加了上插槽 1321 与立柱 11 间的贴

合度。所述上插槽 1321 设有内连接孔 13211，该内连接孔 13211 与所述立柱下

螺孔座 114(图中未示出)相对应，螺钉通过该内连接孔 13211 与下螺孔座 114，

将滑轨 132 固定于门体 10 下端。如图 3 所示，设于上插槽 1321 下部的轨道槽

1322 为槽状体，该轨道槽 1322 由上插槽侧壁向下延伸后，该侧壁的延伸部分

向内折回，且其延伸部分形成对称的“L”形。该轨道槽 1322 与平移驱动机构(图

中未示出)的输出端相连。当驱动机构驱动门体 10 平移，门体 10 沿所述轨道槽

1322 在水平面上进行平移运动。所述平移驱动机构可以是公知的平移门的平移

驱动机构。由于本实用新型仅涉及悬浮式平移门的门体结构，而驱动机构则可

以是公知的驱动机构，因此，对驱动机构的结构不再赘述。 

[0028]    如图 1、图 3 所示，所述滑轨 132 固定于门体 10 底部，其两端与门体

支架 20 相连。所述门体支架 20 为矩形框支架，该门体支架 20 的上部与所述上

横梁 12 活动连接，其下部设有平移驱动机构。所述门体支架 20 将门体 10 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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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面上方，再由装于门体支架 20 下部的平移驱动机构带动门体作往复平移运

动。为了防止在门体移动时因外来物接触门体或接触门体支架而产生故障，在

所述门体支架 20 两侧设有防夹护杆 21，该防夹护杆 21 沿门体支架 20 的高度方

向设置。本实施例中的门体支架 20 为两个门体支架，分别设于门体 10 两侧且

固定于地面上方。 

[0029]    如图 1、图 4 所示，门体支架 20 一侧设有尾部拉杆组件 30，用于调节

门体 10 与门体支架 20 间的松紧度。该尾部拉杆组件 30 包括滑轨延伸部 31、拉

杆 32 和门体松紧度调试器 33。所述滑轨延伸部 31 由滑轨 132 一端延伸至门体

支架 20 另一侧而形成，该滑轨延伸部 31 的形状与所述滑轨 132 相同，其端部

与所述拉杆 32 固定。如图 4 所示，所述拉杆 32 为柱状体，其下端形状与上插

槽 1321 相对应，该拉杆 32 下端于所述滑轨延伸部 31 端部固定，其另一端与所

述门体松紧度调试器 33 相连接。所述门体松紧度调试器 32 为丝杆式调节器，

由两端带螺纹的螺杆 331 和调节螺母 332 所组成。所述螺杆 331 两端分别与所

述立柱 11 和拉杆 32 相连接，该螺杆 331 两端设有可调节门体松紧度的调节螺

母 332。如图 1、图 4 所示，滑轨延伸部 31 一端与所述拉杆 32 固定，所述拉杆

32 通过门体松紧度调试器 33 与门体形成牵引关系，当旋转螺杆两端的调节螺

母 332，从而达到调节门体 10 与门体支架 20 间的松紧度。 

[0030]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揭示，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并不局限于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条件下，对以上各构件所做的

变形、替换等均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7

 

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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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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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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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