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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技术属于门的结构设计

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自动平

移门导轨，是一种适用于平移式自动门的

导轨。一种自动平移门导轨，包括走轮导

轨和支撑导轨，所述支撑导轨截面的主体

形状为一侧带有缺口的矩形框结构，所述

支撑导轨由上底面、下底面、侧面围成，

所述下底面内侧中部设有向上的肋边，所

述下底面外侧设有向上的翻边，所述肋边

的上部向所述翻边所在的一侧翻折，形成

支撑导轨卡槽，所述走轮导轨卡在支撑导

轨的下底面上方。本实用新型具有良好的

减震效果，并具有极佳的稳定性，能够有

效降低噪音，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成本

低廉，实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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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自动平移门导轨，包括走轮导轨（1）和支撑导轨（3），其特征在

于：所述支撑导轨（3）截面的主体形状为一侧带有缺口的矩形框结构，所述支

撑导轨（3）由上底面（31）、下底面（32）、侧面（33）围成，所述下底面

（32）内侧中部设有向上的肋边（34），所述下底面（32）外侧设有向上的翻

边（35），所述肋边（34）的上部向所述翻边（35）所在的一侧翻折，形成支

撑导轨卡槽，所述走轮导轨（1）卡在支撑导轨（3）的下底面（31）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导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导轨

（3）与走轮导轨（1）之间设有导轨减震胶条（2），所述导轨减震胶条（2）

的截面形状与支撑导轨（3）下底面（32）上的支撑导轨卡槽的形状相匹配，导

轨减震胶条（2）的截面底部设有向至少一个侧面扩展的卡槽结构（21），所述

走轮导轨（1）的底部设有向所述卡槽结构所在方向延伸的卡条结构（11），所

述导轨减震胶条（2）与支撑导轨（3）通过支撑导轨（3）的下底面（32）上方

的支撑导轨卡槽卡接，所述走轮导轨（1）与导轨减震胶条（2）通过卡槽结构

（21）卡接。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导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导轨

（3）、导轨减震胶条（2）、走轮导轨（1）的外侧依次通过波形曲面（4）卡

接。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导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导轨

（3）的侧面（33）设有中部支撑板（36）和固定安装孔，所述上底面（31）的

下表面设有控制器安装槽（37）。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权利要求 4 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自动平移门导轨，其

特征在于：所述走轮导轨（1）的上表面设有落槽，所述落槽的 低点低于走轮

导轨（1）上表面轮槽（12）的 低点，所述落槽的轴线相对于轮槽（12）的轴

线更接近于支撑导轨（3）的侧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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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自动平移门导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技术属于门的结构设计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

自动平移门导轨，是一种适用于平移式自动门的导轨。 

背景技术 

[0002]    平移式自动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门页滑动平移，特别气密封自动平

移门，在关门时和开启时，门页有上下和前后的平动冲击，会有一定的噪音和

振动，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自动平移门导轨。 

[0003]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一种自动平移门导

轨。 

[0005]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自动平移门导轨，包括走轮导轨和支撑导轨，所述支撑导轨截面

的主体形状为一侧带有缺口的矩形框结构，所述支撑导轨由上底面、下底面、

侧面围成，所述下底面内侧中部设有向上的肋边，所述下底面外侧设有向上的

翻边，所述肋边的上部向所述翻边所在的一侧翻折，形成支撑导轨卡槽，所述

走轮导轨卡在支撑导轨的下底面上方。 

[0007]    所述支撑导轨与走轮导轨之间设有导轨减震胶条，所述导轨减震胶条

的截面形状与支撑导轨下底面上的支撑导轨卡槽的形状相匹配，导轨减震胶条

的截面底部设有向至少一个侧面扩展的卡槽结构，所述走轮导轨的底部设有向

所述卡槽结构所在方向延伸的卡条结构，所述导轨减震胶条与支撑导轨通过支

撑导轨的下底面上方的支撑导轨卡槽卡接，所述走轮导轨与导轨减震胶条通过

卡槽结构卡接。 

[0008]    所述支撑导轨、导轨减震胶条、走轮导轨的外侧依次通过波形曲面卡

接。 

[0009]    所述支撑导轨的侧面设有中部支撑板和固定安装孔，所述上底面的下

表面设有控制器安装槽。 

[0010]    所述走轮导轨的上表面设有落槽，所述落槽的 低点低于走轮导轨上

表面轮槽的 低点，所述落槽的轴线相对于轮槽的轴线更接近于支撑导轨的侧

面。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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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良好的减震效果，并具有极佳的稳定性，能够有效降

低噪音，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实用性好。 

附图说明 

[0013]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断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 2 为图 1 的 A 部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5]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 为走轮导轨，11 为卡条结构，12 为轮槽，2 为导轨减震胶条，

21 为卡槽结构，3 为支撑导轨，31 为上底面，32 为下底面，33 为侧面，34 为

肋边，35 为翻边，36 为中部支撑板，37 为控制器安装槽，4 为波形曲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参见图 1，图 2，图 3。 

[0019]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平移门导轨，包括走轮导轨 1 和支撑导轨

3，走轮导轨 1 用于安装滚轮带动门板移动，支撑导轨是安装在墙上或门框上

的，所述支撑导轨 3 截面的主体形状为一侧带有缺口的矩形框结构，所述支撑

导轨 3 由上底面 31、下底面 32、侧面 33 围成，所述下底面 32 内侧中部设有向

上的肋边 34，所述下底面 32 外侧设有向上的翻边 35，所述肋边 34 的上部向所

述翻边 35 所在的一侧翻折，形成支撑导轨卡槽，所述走轮导轨 1 卡在支撑导轨

3 的下底面 31 上方。卡接在一起的连接方式，使得走轮导轨 1 与支撑导轨 3 之

间的连接更为稳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门页的噪音和振动。 

[0020]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稳定性，降低噪音，支撑导轨 3 与走轮导轨 1 之间设

有导轨减震胶条 2，导轨减震胶条 2 的截面形状与支撑导轨 3 下底面 32 上的支

撑导轨卡槽的形状相匹配，导轨减震胶条 2 的截面底部设有向至少一个侧面扩

展的卡槽结构 21，所述走轮导轨 1 的底部设有向所述卡槽结构所在方向延伸的

卡条结构 11，所述导轨减震胶条 2 与支撑导轨 3 通过支撑导轨 3 的下底面 32 上

方的支撑导轨卡槽卡接，所述走轮导轨 1 与导轨减震胶条 2 通过卡槽结构 21 卡

接。这样，支撑导轨 3、导轨减震胶条 2、走轮导轨 1 依次通过卡槽卡接在一

起，既能够避免门页产生噪音和振动，又能够保证三者之间连接的稳定性。 

[0021]    所述支撑导轨 3、导轨减震胶条 2、走轮导轨 1 的外侧依次通过波形曲

面 4 卡接。这样，不但保证了三个组成部分内侧通过卡槽卡接，同时在外侧通

过波形曲面卡接，增大了接触面之间的摩擦，增强了稳定性。 

[0022]    支撑导轨 3 的侧面 33 设有中部支撑板 36 和固定安装孔，所述上底面

31 的下表面设有控制器安装槽 37。中部支撑板 35、固定安装孔、控制器安装

槽 37 用来安装控制器和其他五金件。 

[0023]    走轮导轨 1 的上表面设有落槽(图中未示出)，所述落槽的 低点低于走

轮导轨 1 上表面轮槽 12 的 低点，所述落槽的轴线相对于轮槽 12 的轴线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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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支撑导轨 3 的侧面 33。当门页挂件上的走轮运行到导轨的落槽时，走轮往

下往后运动，从而带动门页往下往后运动，门页铝材上的胶条和地面和门框铝

材贴压紧，实现密封。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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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