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 

申请号：CN201520587139.0 

申请日：2015.08.07 

申请（专利权）人  江西百胜门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30029|江西省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安路 169 号 

发明（设计）人  刘润根 

主分类  E05F15/60 

公开（公告）号  CN204920596U 

公开（公告）日  2015.12.30 

代理机构  南昌新天下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36115 

代理人  宋会英 



 

（19）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204920596U 
（45）授权公告日 2015.12.30 

 

（21）申请号 CN201520587139.0 

 

（22）申请日 2015.08.07 

 

（73）专利权人 江西百胜门控设备有限

公司 

 

地址 330029|江西省南昌市民营科技

园民安路 169 号 

 

（72）发明人 刘润根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昌新天下专利商

标代理有限公司 36115 

 

      代理人 宋会英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采用编码器限

位的平移门机，属于平移门技术领域。一

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包括电

机、减速装置、离合装置、控制器、和平

移门机输出轴，所述减速装置与电机相

连，所述平移门机输出轴通过离合装置与

减速装置相连，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编码

限位装置，所述编码限位装置包括编码器

和编码减速单元，所述编码器通过编码减

速单元与平移门机输出轴连接；所述控制

器与电机和编码器相连，能够根据编码器

的位置反馈信号控制电机工作。本实用新

型与具有如下优点：因为在平移门机中采

用编码器来实现电磁限位，因此不会出现

机械碰撞，避免损坏平移门机。而且，编

码减速单元采用二级减速，使得电机的输

出转速能降低到符合编码器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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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包括电机、减速装置、离合装置、控制

器、和平移门机输出轴，所述减速装置与电机相连，所述平移门机输出轴通过

离合装置与减速装置相连，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编码限位装置，所述编码限位

装置包括编码器和编码减速单元，所述编码器通过编码减速单元与平移门机输

出轴连接；所述控制器与电机和编码器相连，能够根据编码器的位置反馈信号

控制电机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移门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器包括线路板、

磁铁、磁铁支撑块；所述线路板上设置有编码器芯片，编码器芯片与控制器相

连；可旋转的磁铁和磁铁支撑块设置在所述线路板的下方，所述磁铁安置在磁

铁支撑块顶端的凹槽内；所述编码器芯片的中心位置与磁铁的旋转中心在一条

轴线上。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平移门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编码减速单元包括一

级编码减速机构和二级编码减速机构，所述一级编码减速机构包括相啮合的一

级蜗杆和一级斜齿轮，二级编码减速机构包括相啮合的二级从动齿轮和二级主

动齿轮，一级蜗杆固定在平移门机输出轴上，一级斜齿轮与二级主动齿轮同轴

相连，二级从动齿轮与编码器相连，磁铁和磁铁支撑块设置在二级从动齿轮的

齿轮轴上，并跟随该齿轮轴同步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平移门机，其特征在于：二级从动齿轮和二级主动

齿轮均为小模数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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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采用编码器限位的平移门机，属于平移门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平移门机是平移门运行的驱动装置，可以实现平移门的全自动化运

行；其中，移动限位是平移门机的重要功能。目前平移门机限位主要是机械限

位，但是经常性的机械碰撞会造成平移门机中的机械限位开关损坏或者门体损

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具有电磁

限位功能的平移门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采用编码器限

位的平移门机，包括电机、减速装置、离合装置、控制器、和平移门机输出

轴，所述减速装置与电机相连，所述平移门机输出轴通过离合装置与减速装置

相连，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编码限位装置，所述编码限位装置包括编码器和编

码减速单元，所述编码器通过编码减速单元与平移门机输出轴连接；所述控制

器与电机和编码器相连，能够根据编码器的位置反馈信号控制电机工作。 

[0005]    优选的，所述编码器包括线路板、磁铁、磁铁支撑块；所述线路板上

设置有编码器芯片，编码器芯片与控制器相连；可旋转的磁铁和磁铁支撑块设

置在所述线路板的下方，所述磁铁安置在磁铁支撑块顶端的凹槽内；编码器芯

片的中心位置与磁铁的旋转中心在一条轴线上，磁铁与编码器芯片组成角度传

感器。 

[0006]    优选的，所述编码减速单元包括一级编码减速机构和二级编码减速机

构，所述一级编码减速机构包括相啮合的一级蜗杆和一级斜齿轮，二级编码减

速机构包括相啮合的二级从动齿轮和二级主动齿轮，一级蜗杆固定在平移门机

输出轴上，一级斜齿轮与二级主动齿轮同轴相连，二级从动齿轮与编码器相

连，所述编码器磁铁与磁铁支撑块设置在二级从动齿轮的齿轮轴上。 

[0007]    优选的，二级从动齿轮和二级主动齿轮均为小模数齿轮。 

[000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因为在平移门机中采用

编码器来实现电磁限位，因此不会出现机械碰撞，避免损坏平移门机。而且，



 3

编码减速单元采用二级减速，使得电机的输出转速能降低到符合编码器的检测

要求。 

附图说明 

[0009]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平移门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编码限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编码限位装置去掉壳体后的内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 1-3 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述：平移门机 50 包括电机

51、离合装置 52、减速装置 53、编码限位装置 54、控制器 55、平移门机输出

轴 56 和机壳。 

[0013]    如图 1 所示，电机 51、离合装置 52、减速装置 53、编码限位装置

54、控制器 55 和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均安装在机壳内，形成一体化的机芯结

构。控制器 55 通过线路与电机 51 和编码限位装置 54 连接在一起，能够根据编

码限位装置 54 中的编码器 1 采集的位置反馈信号控制电机 51 工作。当然，控

制器 55 也可以与平移门机 50 分体安装。 

[0014]    如图 2 所示，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贯穿机壳，并将两端向外伸出机壳。

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为中空结构，离合装置 52 安装在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上，减

速装置 53 通过离合装置 52 与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相连。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的

一端连接有输出齿轮，该输出齿轮能与平移门上的齿条相啮合，使得平移门机

50 通过齿轮齿条传动来驱动平移门移动。 

[0015]    减速装置 53 为蜗轮蜗杆减速机构，包括减速蜗杆 531 和减速蜗轮

532。减速蜗杆 531 与电机 51 的电机轴 511 相连。减速蜗轮 532 空套在平移门

机输出轴 56 上，其端面上设置有销槽，能与安装在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上的离

合件接合或分离，从而使得减速蜗轮 532 能选择性地将电机 51 的动力传递给平

移门机输出轴 56。 

[0016]    减速装置 53 能够降低电机 51 输出的转速，提高输出力矩，从而增大平

移门机 50 对平移门的驱动力。离合装置 52 实现了平移门机的自动和手动一体

化，当减速蜗轮 532 与离合件脱开，使得离合装置 52 处于分离状态时，就可手

动推拉平移门，避免停电或出现故障时，出现无法开关门的情况。 

[0017]    如图 2 和 3 所示，编码限位装置 54 包括编码器 1 和编码减速单元。编

码器 1 包括线路板 11、磁铁 12、磁铁支撑块 13 和编码器壳体。编码减速单元

包括一级编码减速机构和二级编码减速机构 3。 

[0018]    线路板 11 固定安装在编码器壳体的内部顶端，其上设置有编码器芯

片，编码器芯片与控制器 55 中的主板相连。磁铁 12 安置在磁铁支撑块 13 顶端

的凹槽内，其位于线路板 11 的下方且与线路板 11 靠近。磁铁 12 和磁铁支撑块



 4

13 能够相对线路板 11 旋转，且编码器芯片的中心位置与磁铁 12 的旋转中心在

一条轴线上。 

[0019]    一级编码减速机构包括一级蜗杆 21、一级斜齿轮 22 和第一齿轮轴

23。一级蜗杆 21 固定在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上。一级斜齿轮 22 固定在第一齿轮

轴 23 的一端，且与一级蜗杆 21 相啮合。 

[0020]    二级编码减速机构 3 包括二级从动齿轮 31、二级主动齿轮 32、第二齿

轮轴 33 和减速机构壳体。二级主动齿轮 32 与二级从动齿轮 31 相啮合，二级从

动齿轮 31 和二级主动齿轮 32 均为小模数齿轮。二级主动齿轮 32 固定在第一齿

轮轴 23 的另一端，二级从动齿轮 31 固定在第二齿轮轴 33 上。 

[0021]    编码器壳体通过螺钉固定在减速机构壳体的表面，减速机构壳体通过

螺钉固定在机壳上。编码器壳体和减速机构壳体上分别设置有对向的开口，第

二齿轮轴 33 从减速机构壳体穿出后伸入编码器壳体中，磁铁支撑块 13 的底端

安装在第二齿轮轴 33 端部，从而能够带动磁铁支撑块 13 和磁铁 12 随二级从动

齿轮 31 一起转动。 

[0022]    工作原理： 

[0023]    减速装置 53 将电机 51 的输出转速减速到所要的转速，并通过离合装置

52 选择性地将动力传递给平移门机输出轴 56，进而通过输出齿轮和平移门上的

齿条，来驱动平移门移动。同时，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的转速通过一级编码减速

机构和二级编码减速机构 3 传递给编码器 1，使得编码器 1 中的磁铁 12 旋转。

一级编码减速机构的减速比大，二级编码减速机构 3 的减速比小，两级编码减

速机构共同作用，能将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的高转速减小到适合编码器 1 使用的

低转速。 

[0024]    磁铁 12 与线路板 11 上的编码器芯片组成一个角度传感器，控制器 55

中的主板读出编码器芯片的数据，能得出二级从动齿轮 31 的转动角度；然后根

据二级从动齿轮 31 和二级主动齿轮 32、以及一级斜齿轮 22 和一级蜗杆 21 的减

速比，通过换算得出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的转动圈数；再根据平移门机输出轴

56 上的输出齿轮和平移门上的齿条的传动比，来确定平移门移动的位置；控制

器 55 通过编码器 1 获取门体的运行位置后，就可以通过控制电机 51 的运转来

对平移门进行移动限位。 

[0025]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

式上的限制。编码器 1 还可以依据现有编码器的其他结构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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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