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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动门，其门板导引装置具一

上导引支架及一下导引支架，二者共同区

隔形成门板的排放容置空间；一传动机构

具导引轮可同步导引拉动控制门板升降的

连接条传动，导引轮侧壁具一导引凸体与

一原地轴动位移功能导引板的所预设的导

引长槽嵌设；另端导引板相对于门板的端

部设成夹体开口状的导引口；另，门板的

相对端分别固设一相对应的结合座以预设

的挡板配合对应端具槽座及盖板结合：藉

此设置，可提升门板位移时具有快速升降

顺畅性的使用功能，可提高防盗、及防止

雨水渗入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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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电动门，主要包含轨道架、机械箱、传动机构、门板导引装置、数

片门板；其特征在于： 

轨道架，两侧设有开口相向状态直立设置的轨道； 

机械箱，设于轨道架的上端，内部设有动力装置： 

传动机构，设于轨道架的两侧，传动机构具有一受动力装置驱动的主动

轮、从动轮及被动轮；其中，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与主连接条连接，而从动轮

与被动轮与付连接条连接； 

门板导引装置，具一上导引支架及一下导引支架，二者共同区隔形成门板

的排放容置空间；其中，上导引支架设在付连接条的相对端上侧，而下导引支

架设在被动轮的相对端下方，该被动轮除与付连接条连接外，还设有一同轴传

动的导引轮，可同步导引拉动控制门板升降的连接条传动，该导引轮的侧壁设

有一导引凸体，相对该导引凸体的位置处设一具有原地轴动位移功能的导引

板，该导引板具有一导引长槽与导引轮侧壁的导引凸体嵌设；另，导引板相对

门板的端部设成具夹体开口状的导引口； 

数片门板，设于轨道架的轨道内，每片门板的两端分别设上、下滚轮，且

上、下滚轮之间设有连接元件，该连接元件与控制门板升降的连接条固设连

动，使门板可被连接条带动位移，又，每片门板的相对端分别固设一相对应的

结合座，每一结合座座体设有可包覆对应端门板结合座的挡板，且相对端二结

合座之间设一可供另一对应端结合座座体嵌置的槽座，该槽座上端固设一盖板

与对应端的挡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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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电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门，尤指一种具有可提升门板位移时的顺畅性，

同时，可增加门板结合强度、提高防盗、及防止雨水渗入功效的电动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一般而言，传统常见的电动门大都为卷动式，而这种卷动式的电动门

具有明显升降卷动速度慢的缺失，因此，夜归回家在放下电动门时，极容易因

电动门的放下速度过慢，造成歹徒可轻易入侵，安全性欠佳，有待改善。 

[0005]    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提升门板位移时具顺畅性、具有

快速升降，亦具有可增加门板结合强度、提高防盗、及防止雨水渗入功效的电

动门。 

[0007]    为达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电动门，主要包含轨道架、机械箱、传

动机构、门板导引装置、数片门板；其特征在于： 

[0008]    轨道架，两侧设有开口相向状态直立设置的轨道； 

[0009]    机械箱，设于轨道架的上端，内部设有动力装置： 

[0010]    传动机构，设于轨道架的两侧，传动机构具有一受动力装置驱动的主

动轮、从动轮及被动轮；其中，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与主连接条连接，而从动

轮与被动轮与付连接条连接； 

[0011]    门板导引装置，具一上导引支架及一下导引支架，二者共同区隔形成

门板的排放容置空间；其中，上导引支架设在付连接条的相对端上侧，而下导

引支架设在被动轮的相对端下方，该被动轮除与付连接条连接外，还设有一同

轴传动的导引轮，可同步导引拉动控制门板升降的连接条传动，该导引轮的侧

壁设有一导引凸体，相对该导引凸体的位置处设一具有原地轴动位移功能的导

引板，该导引板具有一导引长槽与导引轮侧壁的导引凸体嵌设；另，导引板相

对门板的端部设成具夹体开口状的导引口； 

[0012]    数片门板，设于轨道架的轨道内，每片门板的两端分别设上、下滚

轮，且上、下滚轮之间设有连接元件，该连接元件与控制门板升降的连接条固

设连动，使门板可被连接条带动位移，又，每片门板的相对端分别固设一相对

应的结合座，每一结合座座体设有可包覆对应端门板结合座地挡板，且相对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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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座之间设一可供另一对应端结合座座体嵌置的槽座，该槽座上端固设一

盖板与对应端的挡板相结合。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4]    1，当开门时，使各导引轮正转，通过连接链条同步驱动各门板依序沿

轨道上升，同时驱动各导引板摆动，各导引板顺势可将各片门板平稳顺畅地导

入上、下导引支架间整齐排放，可将门打开；当关门时，使各导引轮逆向转

动，通过连接链条分别依序带动上、下导引支架间的各门板同步下放，由各导

引口将各门板下端滚轮导入轨道架的轨道内，将门封闭。因此，本实用新型具

有各门板升降平稳顺畅，关闭门快捷简便，使居家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0015]    2，由于各导引口将各门板下端二滚轮导入二轨道架的轨道内，两相邻

门板相对端的结合座，相互包覆、嵌卡，使依序下降的各门板彼此坚固地结合

为一整体。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增强门板结合强度，提高其防盗、防雨水渗

入等功能。 

[0016]    附图说明 

[0017]    图 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 2，为本实用新型上升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 3，为本实用新型与连接链条结合的示意图。 

[0020]    图 4，为本实用新型上升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1]    图 5，为本实用新型上升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三)。 

[0022]    图 6，为本实用新型上升状态的结构示意图(四)。 

[0023]    图 7，为本实用新型下放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4]    图 8，为本实用新型下放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5]    图 9，为本实用新型下放状态的结构示意图(三)。 

[0026]    图 10，为本实用新型下放状态的结构示意图(四)。 

[0027]    图 11，为本实用新型门板未接合时的局部剖视图。 

[0028]    图 12，为本实用新型门板未接合时的局部剖视放大图。 

[0029]    图 13，为本实用新型门板接合时的局部剖视图。 

[0030]    图 14，为本实用新型门板接合时的局部剖视放大图。 

[0031]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参阅图 1 所示、一种电动门，主要包含轨道架 5、机械箱 6、传动机构

7、门板导引装置 8、数片门板 9；其中： 

[0033]    轨道架 5，设有二呈开口相向状态直立设置的轨道 50(如图 2 所示)； 

[0034]    机械箱 6，设于轨道架 5 的上端，内部设有动力装置 60(如马达)； 

[0035]    传动机构 7，设于轨道架 5 的两侧，具有一受动力装置驱动的主动轮

71，该主动轮 71 连接有主连接条 72，通过主连接条 72 再连接传动从动轮 73，

该从动轮 73 通过连接付连接条 74 连接传动被动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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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门板导引装置 8，具一上导引支架 80 及一下导引支架 81，二者共同区

隔形成门板 9 的排放容置空间；其中： 

[0037]    上导引支架 80 设在付连接条 74 的相对端上侧，而下导引支架 81 设在

被动轮 75 的相对端下方，该被动轮 75 除与付连接条 74 连接外，还设一同轴传

动的导引轮 76，可同步导引拉动控制门板 9 升降的连接条 77 传动，该导引轮

76 的侧壁设有一导引凸体 760，相对该导引凸体 760 适当位置处设一具有原地

轴动位移功能的导引板 78，该导引板 78 具有一导引长槽 780 与导引轮 76 侧壁

的导引凸体 760 嵌设；另，导引板 78 相对于门板 9 的端部设成夹体开口状的导

引口 781； 

[0038]    数片门板 9，设于轨道架 5 的轨道 50 内(如图 2 所示)，每片门板 9 的两

端分别设上、下滚轮 91、92，且上、下滚轮 91、92 之间设一连接元件 93，并

以该连接元件 93 与连接条 77 固设连动(如图 3 所示)，门板 9 则可被连接条 77

带动位移。 

[0039]    藉上述设置，当动力装置(如马达)驱动传动机构 7 控制门板 9 上升时(即

开门时，参见图 4 所示)被动轮 75 上同轴转动的导引轮 76 会正转同步带动连接

条 77 上升，使门板 9 被连接条 77 上升拉动，而循着轨道架 5 的轨道 50 上升，

在门板 9 的上升过程中，上端的滚轮 91 首先会滚压抵到门板导引装置 8 的上导

引支架 80，而下端的滚轮 92 正好受导引板 78 的导引口 781 的引导，随着导引

轮 76 继续带动连接条 77 上升，亦会同步带动导引板 78 偏摆角度，在导引板 78

偏摆角度的过程中，即顺势可将门板 9 平稳顺畅地导入对应端的下导引支架 81

整齐排放(如图 5、6 所示)；反之，当欲将门板 9 放下时，(即关门时，参见图 7-

10 所示)则控制使被动轮 75 上同轴转动的导引轮 76 改为逆向转动，使同步带动

连接条 77 下放，可通过导引板 78 的导引口 781 对门板 9 引导，使门板 9 的下

放具平稳顺畅的功能。 

[0040]    前述门板导引装置 8 的上导引支架 80 及下导引支架 81，彼此间的相对

角度可设置往门板之端具有适当的倾钭角度，使门板两端的滚轮 91、92 在门板

时具有自然滚动的顺畅性及极佳的结合强度，并具有防盗、防雨水渗入等优点

功效。另，该实施方式请配合图 11 至图 14 所示，本实用新型在每片门板 9 的

相对端分别固设一相对应的结合座 94，每一结合座 94 座体设有可包覆对应端

门板 9 结合座 94 的挡板 95；且相对端二结合座 94 之间设有一可供另一对应端

结合座 94 座体嵌置的槽座 96，该槽座 96 上端固设一盖板 97 与对应端的挡板

95 可紧密结合： 

[0041]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的

范围，举凡依本实用新型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涵盖本实用新型专利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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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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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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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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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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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