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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属于开门

机技术领域。其特征在于包括配合连接的

底座、电机座、电机盖，底座、电机座之

间配合设置涡轮轴组件，所述的涡轮轴组

件包括涡轮、涡轮轴、齿轮，齿轮安装在

涡轮轴一端，涡轮、涡轮轴离合传动配

合；电机座的上部与电机盖之间安装电机

转子和电机定子，电机定子下部配合设置

与其固定连接的蜗杆，蜗杆与涡轮啮合传

动。上述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结构简

单，用料节省，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且

使用安全、方便，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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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合连接的底座（1）、电机座

（26）、电机盖（38），底座（1）、电机座（26）之间配合设置涡轮轴组件，

所述的涡轮轴组件包括涡轮（10）、涡轮轴（9）、齿轮（7），齿轮（7）安装

在涡轮轴（9）一端，涡轮（10）、涡轮轴（9）离合传动配合；电机座（26）

的上部与电机盖（38）之间安装电机转子（34）和电机定子（33），电机定子

（33）下部配合设置与其固定连接的蜗杆（31），蜗杆（31）与涡轮（10）啮

合传动。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涡轮（10）、涡

轮轴（9）之间配合设置由离合键（16）、离合小轴（18）、压缩弹簧（17）构

成的离合组件，离合键（16）通过压缩弹簧（17）与涡轮轴（9）弹性触接配

合，离合键（16）、离合小轴（18）转动压接配合。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34）

的上下安装上轴承（35）、下轴承（30），电机转子（34）通过上轴承（35）

与电机盖（38）转动配合，电机转子（34）通过下轴承（30）与电机座（26）

转动配合，电机定子（33）卡在电机座（26）、电机盖（38）的止口内定位。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34）

的上轴端固定安装风叶（44）。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34）

的上部、风叶（44）的下面装有磁柱（36），霍尔线路板（43）安装固定在霍

尔固定板（40）上，霍尔固定板（40）安装固定在电机盖（38）上，霍尔线路

板（43）与磁柱（36）处于同一高度。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座（26）的

后侧安装有控制板（24），电机座（26）左侧安装有限位盒固定板（22），限

位磁开关（21）固定在限位盒固定板（22）上。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齿轮（7）外部配

合设置齿轮罩（5）。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底座（1）上安装

启动运行电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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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开门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 
[0002]    平移门机是应用于各种场所庭院出入口的近程遥控开关门的自动化设

备，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现市场平移门机产品所使用传动方式多数为定制独立

电机、蜗轮蜗杆减速、齿轮输出，但定制的独立电机成本比较昂贵。所采用的

离合装置多为与轴垂直的离合键，与涡轮端面的键槽配合，通过轴内孔离合键

的一侧设置顶杆另一侧设置弹簧来实现离合，而顶杆再通过凸轮机构进行顶

推，在顶推之前还要通过钥匙打开盖板，结构复杂，成本高。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设计提供一

种结构简单的平移门机传动装置的技术方案，其生产成本低，使用安全、方

便，性能稳定。 

[0004]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合连接的底座、电

机座、电机盖，底座、电机座之间配合设置涡轮轴组件，所述的涡轮轴组件包

括涡轮、涡轮轴、齿轮，齿轮安装在涡轮轴一端，涡轮、涡轮轴离合传动配

合；电机座的上部与电机盖之间安装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电机定子下部配合

设置与其固定连接的蜗杆，蜗杆与涡轮啮合传动。 

[0005]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涡轮、涡轮轴之间配合设

置由离合键、离合小轴、压缩弹簧构成的离合组件，离合键通过压缩弹簧与涡

轮轴弹性触接配合，离合键、离合小轴转动压接配合。 

[0006]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的上下安装上轴

承、下轴承，电机转子通过上轴承与电机盖转动配合，电机转子通过下轴承与

电机座转动配合，电机定子卡在电机座、电机盖的止口内定位。 

[0007]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的上轴端固定安

装风叶。 

[0008]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转子的上部、风叶的

下面装有磁柱，霍尔线路板安装固定在霍尔固定板上，霍尔固定板安装固定在

电机盖上，霍尔线路板与磁柱处于同一高度。 

[0009]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座的后侧安装有控制

板，电机座左侧安装有限位盒固定板，限位磁开关固定在限位盒固定板上。 

[0010]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齿轮外部配合设置齿轮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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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底座上安装启动运行电

容。 

[0012]    上述一种平移门机传动装置，结构简单，用料节省，显著降低了生产

成本；且使用安全、方便，性能稳定。 

[0013]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 

[0014]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 3 为涡轮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 4 为涡轮轴组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底座、2‑启动运行电容、3‑螺钉 A、4‑离合孔赛、5‑齿轮罩、

6‑轴卡 A、7‑齿轮、8‑滑动轴承、9‑涡轮轴、10‑涡轮、11‑隔套、12‑轴卡 B、13‑

橡胶压垫、14‑普通平键、15‑弹性圆柱销 A、16‑离合键、17‑压缩弹簧、18‑离

合小轴、19‑弹性圆柱销 B、20‑螺钉 B、21‑限位磁开关、22‑限位盒固定板、23‑

绝缘垫、24‑控制板、25‑螺钉 C、26‑电机座、27‑垫圈、28‑内六角螺钉、29‑调

整垫片、30‑下轴承、31‑蜗杆、32‑弹性圆柱销 C、33‑电机定子、34‑电机转子、

35‑上轴承、36‑磁柱、37‑隔柱、38‑电机盖、39‑内六角螺钉、40‑霍尔固定板、

41‑弹簧垫圈、42‑平垫圈、43‑霍尔线路板、44‑风叶、45‑轴卡 C、46‑外壳。 

[0018]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所示，该平移门机传动装置包括配合连接的底座 1、电机座 26、

电机盖 38，底座 1、电机座 26 之间配合设置涡轮轴组件，所述的涡轮轴组件包

括涡轮 10、涡轮轴 9、齿轮 7，齿轮 7 通过轴卡 A6 安装在涡轮轴 9 一端，涡轮

10、涡轮轴 9 离合传动配合。涡轮 10、涡轮轴 9 之间配合设置由离合键 16、离

合小轴 18、压缩弹簧 17 构成的离合组件，离合键 16 通过压缩弹簧 17 与涡轮轴

9 弹性触接配合，离合键 16、离合小轴 18 转动压接配合。离合组件通过弹性圆

柱销 A15、弹性圆柱销 B19 与涡轮轴 9 配合连接。涡轮轴组件通过翻边滑动轴

承 8 的翻边与底座 1、电机座 26 的沟槽定位，底座 1、电机座 26 用 4 个内六角

螺钉 28、垫圈 27 合在一起；涡轮轴组件还包括与涡轮轴 9 配合连接的隔套

11、轴卡 B12、橡胶压垫 13、普通平键 14。电机座 26 的上部与电机盖 38 之间

安装电机转子 34 和电机定子 33，电机定子 33 下部配合设置与其固定连接的蜗

杆 31，蜗杆 31 通过弹性圆柱销 C32 与电机定子 33 过赢配合，蜗杆 31 与涡轮

10 啮合传动。电机转子 34 的上下安装上轴承 35、下轴承 30，电机转子 34 通过

上轴承 35、调整垫片 29 与电机盖 38 转动配合，电机转子 34 通过下轴承 30 与

电机座 26 转动配合，电机定子 33 的矽钢片卡在电机座 26、电机盖 38 的止口内

定位。电机座 26、电机盖 38 通过 4 个隔柱 37 和 4 个内六角螺钉 39 合在一起，

在电机转子 34 的上轴端安装有风叶 44，由轴卡 C45 将其固定，组成一个提供

动力的交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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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电机转子 34 的上部、风叶 44 的下面装有磁柱 36，霍尔线路板 43 安装

固定在霍尔固定板 40 上，霍尔固定板 40 通过螺钉及弹簧垫圈 41、平垫圈 42 安

装固定在电机盖 38 上，霍尔线路板 43 与磁柱 36 处于同一高度，来检测并反馈

电机转速的变化，以实现关门时遇阻反弹，开门时遇阻停止，起到安全保护的

作用。 

[0021]    平移门机设计有控制板 24，它是本机的控制中心，它可以接收各种控

制指令，去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及安全保护功能，用 4 个螺钉 C25，通过绝

缘垫 23 将其固定在电机座 26 上，限位盒固定板 22 通过螺钉 B20 固定在电机座

26 左侧，再将限位磁开关 21 通过螺钉 B20 固定在限位盒固定板 22 上，可通过

调整安装在门体上磁块的位置，确定开、关门的停止位置。齿轮 7 外部配合设

置齿轮罩 5,齿轮罩 5 主要起安全作用，可防止传动工作时，手碰到齿轮 7。底

座 1 上安装启动运行电容 2,启动运行电容 2 是单相交流电机启动运行所需要

的。该平移门机传动装置的外部配合设置外壳 46。螺钉 A3 把外壳 46 与底座 1

连接固定在一起，离合孔塞 4 是橡胶材料，具有弹性，将其推入三角钥匙孔，

不会自行掉出，以防止灰尘和雨水的浸入。 

[0022]    涡轮轴组件具有离合功能，当正常使用时，涡轮 10 与涡轮轴 9 处于合

的状态，此时电机转子 34 带动蜗杆 31 旋转，蜗杆 31 驱动涡轮 10 旋转，涡轮

10 通过离合键 16 带动涡轮轴 9 及齿轮 7 转动，齿轮 7 驱动安装在门体上的齿条

进行开关门；当停电或机器出现故障时，需要拿下离合孔塞 4 通过三角钥匙，

套入离合小轴 18 的三角形轴端内逆时针旋转，离合小轴 18 左端的凸轮部分将

压缩弹簧 17 压下，此时涡轮 10 与涡轮轴 9 处于离的状态，齿轮 7 和涡轮轴 9

的旋转，不会带动涡轮 10、蜗杆 31 及电机转子 34 旋转，可以比较轻松的手动

开关门，实现电动、手动开关门的切换。 

[0023]    该平移门机传动装置，采用开放式的电机结构，拿掉外壳 46 后，电机

转子 34 和电机定子 33 都可以看到，没有独立的电机壳，即省材料又便于散

热，而且电机座 26，既是电机的底座，又是减速机构的上盖，同时又设置了控

制板 24 和限位盒固定板 22 的安装位置，一件多用，减少了零件数量和重量，

降低了成本，其传动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竞争力。

离合结构采用与涡轮轴 9 平行的离合键 16，实现涡轮 10 与涡轮轴 9 的离合，结

构简单，工作可靠。增加了电子测速功能，即电机轴上设有磁柱 36，电机盖 38

上安装有霍尔线路板 43，他们处于同一高度，电机每转一圈，磁柱 36 就会经

过霍尔线路板 43 一次，通过对单位时间内通过的次数记忆和反馈电机的运行速

度给控制系统，当门体运行过程中遇到阻力时，电机转速会突然下降，电子测

速系统会迅速反馈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马上发出指令，若是开门则立即停止

运行；若是关门则立即转为开门，以避免挤到人或物，确保运行安全，该系统

测速准确，且能快速反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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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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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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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