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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

置，其特点在于包括门窗框、门窗扇、传

动器、执手、传动杆、二个角连接器、若

干连接杆、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安

装在门窗框侧面以及门窗扇侧面上密封胶

条；其中传动器安装在门窗扇上，所述传

动杆与传动器连接，执手插装在传动器

上，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分别通过角

连接器和连接杆连接传动杆的两端，并分

别安装在门窗扇上；所述上传动轮组包括

二个上传动轮组以及连接杆，下传动轮组

包括二个下传动轮以及连接杆，各传动轮

包括调节机构以及滑动件组成，通过调节

机构实现门窗扇的横向运动。本发明具有

结构简单、设计科学、能调节窗扇侧面与

窗框侧面的间隙、密封性好、美观以及造

价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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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门窗框（1）、门窗扇

（2）、传动器（3）、执手（4）、传动杆（5）、二个角连接器（6）、若干连

接杆（7）、上传动轮组（8）、下传动轮组（9）、安装在门窗框（1）侧面以

及门窗扇（2）侧面上密封胶条（10）；其中所述传动器（3）安装在门窗扇

（2）上，所述传动杆（5）的中部与传动器（3）的传动连接端连接，所述执手

（4）插装在传动器（3）上，以实现拨动传动杆（5）； 

所述各角连接器（6）的一端分别连接在传动杆（5）的上下两端，角连接

器（6）的另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杆（7）与上传动轮组（8）、下传动轮组（9）

连接； 

所述上传动轮组（8）、下传动轮组（9）分别安装在门窗扇（2）的顶部、

底部的腔槽（21）中；所述上传动轮组（8）包括二个上传动轮（81）以及连接

二个上传动轮（81）的连接杆（7），各上传动轮（81）分别包括调节机构

（20）以及安装在调节机构（20）上的上滑动件（30）组成，所述门窗框（1）

的顶部做出有与上滑动件（30）配合作用的滑轨槽（11），所述上滑动件

（30）嵌装在滑轨槽（11）中，所述下传动轮组（9）包括二个下传动轮（91）

以及连接二个下传动轮（91）的连接杆（7），各下传动轮（91）包括调节机构

（20）以及安装在调节机构（20）上的下滑动件（40）组成，所述门窗框（1）

的底部设有滑轨（12），所述下滑动件（40）与滑轨（12）连接，所述调节机

构（20）包括传动件（201）、铝槽架（202）、固定板（203）、二个直线轴承

（204）、二条轴心（205）、固定轴（206）、滚动轴承（207）；所述各滑动

件安装在固定板（203）外侧面上，所述固定轴（206）竖向连接在固定板

（203）的内侧面中部，所述滚动轴承（207）套装在固定轴（206）底端，所述

各直线轴承（204）分别连接在固定板（203）内侧面的两端，各轴心（205）分

别穿过直线轴承（204）的轴承孔固定在铝槽架（202）上，该铝槽架（202）固

定安装在门窗扇（2）上，在铝槽架（202）上还设有滑槽（2021），所述传动

件（201）套装在铝槽架（202）的滑槽（2021）中，以实现在铝槽架（202）中

来回运动，在传动件（201）的两端还分别设有与连接杆（7）连接的连接部

（2011），该传动件（201）的中部还做出有与滚动轴承（207）配合作用的调

节槽（208），所述滚动轴承（207）嵌装在调节槽（208）中，以在调节槽

（208）中运动，该调节槽（208）包括二个横槽（2081）以及连接二个横槽

（2081）的倾斜调节槽（2082），以实现传动件（201）的直线运动转成铝槽架

（202）沿轴心（205）的横向运动。 



 2

 

说 明 书 
 

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门窗用配件领域，特别是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市场上的平移门窗为了保密性更加好，一般会在门窗框的一内侧面或

者门窗扇的外侧面上设有密封胶条，以此来隔音和保温，现有的平移门窗其门

窗扇只能沿门窗框上的导轨方向运动不能调节门窗框侧面与门窗扇侧面之间的

间隙，因此密封胶条贴紧在门窗框侧面与门窗扇的侧面，令到门窗扇开启或关

闭不顺畅，长时间的使用还会令到磨损密封胶条，降低了门窗的密封性，还会

令到雨水渗入，起不了隔音和保温的作用；这种类型的门窗还需要另外安装门

窗锁，门窗扇不能在门窗框中移动过程中的任意位置锁定，安装门窗锁还要在

门窗框以及门窗扇上开设安装槽，导致其存在不美观以及造价高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置，该传动装置具有结

构简单、设计科学、能调节窗扇侧面与窗框侧面的间隙、密封性好、美观以及

造价低等优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平移门窗用传动装置，其特点在于包括门窗框、门窗扇、传动

器、执手、传动杆、二个角连接器、若干连接杆、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

安装在门窗框侧面以及门窗扇侧面上密封胶条；其中所述传动器安装在门窗扇

上，所述传动杆的中部与传动器的传动连接端连接，所述执手插装在传动器

上，以实现拨动传动杆； 

[0006]    所述各角连接器的一端分别连接在传动杆的上下两端，角连接器的另

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杆与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连接； 

[0007]    所述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分别安装在门窗扇的顶部、底部的腔槽

中；所述上传动轮组包括二个上传动轮以及连接二个上传动轮的连接杆，各上

传动轮分别包括调节机构以及安装在调节机构上的上滑动件组成，所述门窗框

的顶部做出有与上滑动件配合作用的滑轨槽，所述上滑动件嵌装在滑轨槽中，

所述下传动轮组包括二个下传动轮以及连接二个下传动轮的连接杆，各下传动

轮包括调节机构以及安装在调节机构上的下滑动件组成，所述门窗框的底部设

有滑轨，所述下滑动件与滑轨连接，所述调节机构包括传动件、铝槽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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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二个直线轴承、二条轴心、固定轴、滚动轴承；所述滑动件安装在固定板

外侧面上，所述固定轴竖向连接在固定板的内侧面中部，所述滚动轴承套装在

固定轴底端，所述各直线轴承分别连接在固定板内侧面的两端，各轴心分别穿

过直线轴承的轴承孔固定在铝槽架上，该铝槽架固定安装在门窗扇上，在铝槽

架上还设有滑槽，所述传动件套装在铝槽架的滑槽中，以实现在铝槽架中来回

运动，在传动件的两端还分别设有与连接杆连接的连接部，该传动件的中部还

做出有与滚动轴承配合作用的调节槽，所述滚动轴承嵌装在调节槽中，以在调

节槽中运动，该调节槽包括二个横槽以及连接二个横槽的倾斜调节槽，以实现

传动件的直线运动转成铝槽架沿轴心的横向运动。 

[0008]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前面所述技术方案，使其能获得如下技术效果： 

[0009]    本发明的上传动轮组、下传动轮组分别采用调节机构和滑动件组成，

调节机构包括固定板、固定轴、滚动轴承、轴心、直线轴承、传动件以及铝槽

架，滚动轴承通过固定轴安装固定板上，各直线轴承安装在固定板的两端，并

通过轴心安装在铝槽架上，传动件安装在铝槽架的滑槽中，该传动件的中部还

做出有与滚动轴承配合作用的调节槽，以实现滚动轴承能在调节槽中运动，通

过逆时针转动执手拉动上传动轮组中的传动件，以此同时还推动下传动轮组上

的传动件，通过各传动件的调节槽与滚动轴承配合作用，令到铝槽架沿轴心做

横向运动，因为铝槽架固定安装在门窗扇上的，从而令到门窗扇做横向运动，

实现增大门窗框侧面与门窗扇侧面之间的间隙，使得密封胶条脱离门窗框侧面

或门窗扇侧面，故门窗扇可顺畅移动，而且不会损坏密封胶条，使本发明的密

封性更好，能隔音保温；当顺时针转动执手，门窗框侧面与门窗扇侧面之间的

会缩小，令到门窗框、门窗扇的密封胶条得到挤压，增大了密封胶条与门窗框

侧面、门窗扇侧面的摩擦力，令到门窗扇不能移动，本发明通过压缩密封胶条

来进行锁定，不需要在另外再安装门窗锁，使其具有美观以及造价低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0]    图 1 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 2 为本发明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 3 为本发明的上传动轮结构示意图。 

[0013]    图 4 为本发明的上传动轮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 5 为本发明的下传动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 6 为本发明的下传动轮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 1、图 2、图 3、图 4、图 5、图 6 所示，本发明所述一种平移门窗

用传动装置，包括门窗框 1、门窗扇 2、传动器 3、执手 4、传动杆 5、二个角

连接器 6、若干连接杆 7、上传动轮组 8、下传动轮组 9、安装在门窗框 1 侧面

以及门窗扇 2 侧面上密封胶条 10；其中所述传动器 3 安装在门窗扇 2 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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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杆 5 的中部与传动器 3 的传动连接端连接，所述执手 4 插装在传动器 3

上，以实现拨动传动杆 5。 

[0017]    所述各角连接器 6 的一端分别连接在传动杆 5 的上下两端，角连接器 6

的另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杆 7 与上传动轮组 8、下传动轮组 9 连接。 

[0018]    所述上传动轮组 8、下传动轮组 9 分别安装在门窗扇 2 的顶部、底部的

腔槽 21 中；所述上传动轮组 8 包括二个上传动轮 81 以及连接二个上传动轮 81

的连接杆 7，如图 3、图 4 所示，各上传动轮 81 分别包括调节机构 20 以及安装

在调节机构 20 上的上滑动件 30 组成，该上滑动件 30 一般为滚轴，如图 2 所

示，所述门窗框 1 的顶部做出有与上滑动件 30 配合作用的滑轨槽 11，所述上

滑动件 30 嵌装在滑轨槽 11 中，所述下传动轮组 9 包括二个下传动轮 91 以及连

接二个下传动轮 91 的连接杆 7，如图 5、图 6 所示，各下传动轮 91 包括调节机

构 20 以及安装在调节机构 20 上的下滑动件 40 组成，所述下滑动件 40 一般为

滚轮，如图 2 所示，所述门窗框 1 的底部设有滑轨 12，所述下滑动件 40 与滑轨

12 连接，如图 3 至图 6 所示，所述调节机构 20 包括传动件 201、铝槽架 202、

固定板 203、二个直线轴承 204、二条轴心 205、固定轴 206、滚动轴承 207；

所述各滑动件安装在固定板 203 外侧面上，所述固定轴 206 竖向连接在固定板

203 的内侧面中部，所述滚动轴承 207 套装在固定轴 206 底端，所述各直线轴承

204 分别连接在固定板 203 内侧面的两端，各轴心 205 分别穿过直线轴承 204 的

轴承孔固定在铝槽架 202 上，如图 2 所示，该铝槽架 202 固定安装在门窗扇 2

上，以实现门窗扇 2 能在门窗框 1 中活动，在铝槽架 202 上还设有滑槽 2021，

所述传动件 201 套装在铝槽架 202 的滑槽 2021 中，以实现在铝槽架 202 中来回

运动，在传动件 201 的两端还分别设有与连接杆 7 连接的连接部 2011，该传动

件 201 的中部还做出有与滚动轴承 207 配合作用的调节槽 208，所述滚动轴承

207 嵌装在调节槽 208 中，以在调节槽 208 中运动，该调节槽 208 包括二个横槽

2081 以及连接二个横槽 2081 的倾斜调节槽 2082，以实现传动件 201 的直线运

动转成铝槽架 202 沿轴心 205 的横向运动。本发明可通过转动执手 4 来拉动上

传动轮组 8、下传动轮组中 9 的传动件 201，实现增大或缩小门窗框 1 侧面与门

窗扇 2 侧面之间的间隙，使得密封胶条 10 既可以脱离门窗框 1 侧面或门窗扇 2

侧面，门窗扇 2 可顺畅移动，不会损坏密封胶条 10，令到本发明的密封性更

好，能隔音保温，又可以通过缩小窗框 1 侧面与门窗扇 2 侧面的间隙，令到密

封胶条 10 得到挤压，增大了密封胶条 10 与门窗框 1 侧面、门窗扇侧 2 面的摩

擦力，令到门窗扇 2 不能移动，本发明通过压缩密封胶条 10 来进行锁定，不需

要在另外再安装门窗锁，使其具有美观以及造价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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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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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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